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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零时起，2020年春运正式

拉开大幕。 想家的心和向家的脚步同时

出发！ 记者从东莞市春运办获悉，春运

第4天

（至

2020-01-13

）

累计发送387.69

万人次(

公路

347.11

万人次 ；水路

0.22

万

人次， 减

26.92%

； 铁路

40.35

万人次，增

2.86%

）（说明： 东莞市

2019

年公交资源

整合 ，统计口径与往年不一致 ，相关公

路客运量将会出现一定波动，不能与同

期作对比。 市春运办）

。

2020年春运首日，东莞东站始发临

客6趟，当天发送旅客约2.1万人。高铁方

面，今年春运期间，虎门高铁站预计发

送旅客106万人， 较去年发送增幅26%、

到达增幅10%，日均发送3.1万人。

东莞东站最高峰19日发送预计

5万人

记者从东莞东站获悉，春运节前15

天，东莞东站运能约60万人，日均旅客

发送约4万人。 客流高峰预计从1月13日

起持续至1月21日，客流高峰期，旅客日

均发送量4万人以上， 最高峰19日发送

预计5万人。

目前该站设置20个验证检票口

（

15

个自助实名验证闸机 ，

5

个人工实名验

证口）

，另有2个公安制证口。 旅客进站

采取“先验票、再安检、后分区，按车次

集中候车”的乘降组织方式。 原则上开

车前3小时的旅客开始验证进站、 行李

过安检仪，按车次分别进入站内、站前

广场各候车区集结，不设预排区；站内、

站前广场候车区腾空后，再根据发车时

间及车次分批安排相应车次旅客进入

候车区，依此循环。

需要提醒的是，1月9日22点起车站

启用临时售票厅，地点为京九城京九酒

店对面。 共设11个退、改、售、取窗口，11

台自动取票机。 旅客购票、取票、退票等

请移步至临时售票厅。

春运期间虎门高铁站预计发送

旅客106万人

记者从虎门高铁站获悉， 春运40

天，该站预计发送旅客106万人，较去年

发送增幅26%、到达增幅10%。 客流高峰

期将连续多日维持在单日3.1万人左右，

单日最高峰预计将突破3.2万人。

节前客流高峰预计将集中在1月18

日

（腊月二十四）

至23日

（年二十九）

，热

门方向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河南、广

西等地，其中有大量往广州南、深圳北

换乘需求。 2020年春运期间，虎门高铁

站每天将开行动车组

列车86.5对，较2019年

春运增加8对， 其中日

常线84.5对、 周末线2

对、高峰线10.5对。

此外，车站全面实

施电子客票后，为方便

旅客办理身份核验业

务， 车站各票厅人工窗口除退票窗外，

均增设了身份核验功能。 旅客身份核验

成功后， 除可以正常购买电子客票，在

列车开车前25分钟，通过手机APP终端，

可自主办理客票退改签业务。

特写1：列车献歌舞 温暖回家路

1月12日， 由广九客运段东兰车队

东兰一组担当的K777次列车从东莞东

站准点发出。“这是我们首次作为‘共青

团号'列车为旅客提供服务！ ”车长刘宝

说道。

据了解， 该班组共有39名乘务员，

其中22人是共青团员。 为开行好“共青

团号”列车，该班组在出乘前一天晚上

召开“共青团号”列车开行动员会，提前

布置车厢，并筹备列车文艺节目，组织

青年志愿者为乘车旅客服务，向旅客宣

传乘车安全知识。

列车开行后， 歌舞节目接连上演，

车厢里不时传来阵阵掌声，欢声笑语一

片。 节目快要结束时，旅客们都意犹未

尽。 连续第四年作为“共青团号”列车志

愿者的王天昊也来为大家高歌一曲《趁

早》。 去年春运，王天昊还因为志愿服务

工作出色，被中新网、中国日报等媒体

报道。“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立足岗位做

奉献是本职，投身志愿服务事业，更能

擦亮团徽光芒。 ”王天昊说。

旅客詹女士抱着孩子开心地说：

“这次旅程真愉快， 感谢铁路志愿者和

列车乘务员的用心，给我们带来如此精

彩的节目，还向我们宣传了乘车安全知

识。 祝铁路发展越来越好! ”

特写2： 预约轮椅登车 暖心助

力回家

1月11日，春运第二日。 上午9时许，

东莞东站进站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迎

来了3位特殊的旅客。 3位旅客中有两位

因伤导致下半身行动不便，一位柱着拐

杖，一位手上拿着两张“小板凳”当腿走

路，因携带的行李较多，进站后正手足

无措四处张望寻求帮助。

东莞东站“春燕伴您行”服务台值

班的服务队队长吴志豪发现这一情况

后立即组织队员前去了解情况。 经了

解，原来这是3位乘坐K4272前往信阳的

旅客。 因行动不便，且上车人多，旅客提

出能否用轮椅送他们提前上车。 吴志豪

爽快答应了，在了解准确开车时间后做

了轮椅预约登记。 预约时间到后，吴志

豪带领队员检查轮椅完好，并提醒队员

轮椅使用注意事项后，便前往爱心候车

区，搀扶旅客坐上轮椅，系好安全带，再

将旅客从无障碍通道送至站台，找到所

属车厢，护送旅客上车找到座位，安置

好旅客、放好行李，顺利完成“轮椅预

约”服务。

今年“春燕伴您行”拓展了更多服

务项目，“轮椅预约”服务就是其中的一

项。“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利用好‘春燕伴

您行'服务品牌这个好平台，为旅客提供

更暖心的服务， 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

好。 ”吴志豪信心满满地说。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陈志敏 黄文燕 张胜刚 孙纬静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2020 新春的脚步在走近，在此年末迎新之

际，《信息时报·新东莞》 隆重推出 2020 新

春贺岁特刊《“鼠”你最旺》，聚焦东莞消费

行业领域， 分“行得通”、“赚得满”、“享得

欢”、“玩得嗨”等几大版块，为市民打造一

份专属的消费手册。同时，祝福企业和广大

市民，在金鼠献瑞的 2020年里，数你最红，

数你最旺！做什么都最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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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虹 曾德顺

东莞春运开启，前4天累计发送旅客387.69万人次，高铁发送增长迅速

新年将至 启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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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上“追车”的旅客。 曾德顺 摄

▲

“列车来啦！”虎

门高铁站一位小女孩

高兴地指着进站的列

车说。 曾德顺 摄 ▲

东莞东站志愿者为市民

提供暖心服务。 通讯员供图

▲

“共青团号 ”列车 （

K777

次列车） 上青年志愿者和旅客

合影留念。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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