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周乐乐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相关新闻

信息时报社出版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40100400060

2020.2.16��星期日

A05

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 经国务院同意，2 月 17 日

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 全国收

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具体截止时

间另行通知。

据了解， 此次免费范围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规定， 经依法批准设置的所有收

费公路(

含收费桥梁和隧道

)；免费对

象为依法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

其中， 联网收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

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开放式收

费的高速公路和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

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 明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

通行费的具体工作，由各省(

区、市

)人

民政府负责统一组织实施。 省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

下，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方案， 落实责

任，细化措施，加强公路保通保畅，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

障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 为稳定经济社会大

局提供有力支撑。

明起全国公路免收通行费

据新华社电

春运返程会否出现

运输高峰？ 如何确保乘坐交通工具不

会造成疫情传播？ 个人如何做好返程

防护？ 昨日，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

闻发布会， 对此一一做出回应。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

受疫情影响， 今年春运 40 天客流同比

下降 45%。 “春运返程不会出现传统

意义上的高峰”。 从 1 月 25 日~2 月 14

日， 全国共发送旅客 2.83 亿人次， 日

均 1348 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下降

82.3%。

受疫情影响， 2 月 9 日以来， 全

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为 599.65 万辆

次， 比去年同期下降 78.01%。 从 1 月

25 日~2 月 14 日， 全国民航日均运输

旅客 47 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 1/4。 2

月 11 日起，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连续 4

天低于 100 万人次， 累计退票达到

1.15 亿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负责

人贺青华表示， 乘客在乘坐火车、 飞

机等交通工具过程中出现发热， 除了

采取隔离措施外， 还要对所有密切接

触者进行登记。 如在高铁密闭等环境

下， 病例所在的整节车厢都应该作为

密切接触者。 他表示， 乘客除了要对

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判断， 一旦发现

有其他乘客发生了咳嗽或其他症状时，

要密切配合司乘人员做好登记。

为了做好返程运输中的疫情防控

工作，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文新表示， 铁路部门不卖无座票，

实施隔座售票， 将客座率控制在 50%

左右。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李健表

示， 民航部门部署相关航空公司在客

舱里设置相对独立的“留观区”， 并对

旅客订座实施监控， 客座率比较高的

调换大机型或增加航班。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难现返程高峰

春运40日客流同比下降4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交通宣）

自 2 月 10 日市内部分单位、

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以来， 广州返程的

客流一直处于低位。 根据市交通部门

提供的数据显示，2 月 13 日广州的返

程客流总量约 32 万人， 其中铁路 7.8

万、民航 1.1 万、自驾车约 22 万、公路

客运 1 万、水路 0.01 万，相当于正常日

来穗客流量的 23%。 市内交通方面，全

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约为 185.3 万人次/

日，约为去年同期的 13%。

公交：高峰期最高断面满载率约16%

为做好复工复产的公交服务保

障，同时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市交通部

门逐步调整公交线路的发班水平。 通

过大数据，监测公交客流变化，动态调

整各线路的发班密度， 将车厢满载率

控制在 50%以下， 降低车厢人员密集

带来的病毒交叉感染风险， 为市民提

供更为安全的公交乘坐环境。

在早晚出行高峰，途经东风路、黄

埔大道、广州大道、环市路等大客流通

道的公交线路， 市交通部门进一步加

密发班，满足市民复工复产通勤需求。

据统计，2 月 13 日，市区中心全天公交

客流约 74.3 万人次， 约相当于去年同

期的 16%，发班 7.14 万班次，高峰期公

交线路平均最高断面满载率约 16%。

地铁：全线网平均满载率不足2成

目前，整个地铁线网运力充足，无

论是全天还是早晚高峰， 地铁各线路

整体均较为舒适， 客运量约为以往正

常的 15%以下， 全线网平均满载率不

足 2 成， 个别客运量稍多的线路满载

率也不足 4 成。 最新数据显示，2 月 13

日地铁全线网客运量约 102.2 万人次，

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12%。

据悉，自复工复产以来，广州地铁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客流变化灵活调

配运力， 如 2、4 号线等线路调整为日

常的“大小交路”套跑模式；骨干线路

如 2、3 号线高峰间隔调整至 2~2.5 分

钟；14 和 21 快车开行间隔调整至日常

的 30~35 分钟/班。

同时， 广州地铁通过开启全新风

模式、 加强列车车厢设备设施每日消

毒和每趟折返消毒、 加大地板空调滤

网清洁消毒频率、 每天发收车前后隧

道各通风半小时、加密灭鼠、灭蚊作业

范围和频次等措施， 为市民乘客提供

舒适、舒心的乘车环境。

复工首周，返程客流处于低位

全市车厢客运量约为去年同期13%

市交通部门建议， 市民在出行前

可通过“广州交通行讯通”、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 羊城通乘车码小程序等手

机 APP 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时间及

发班间隔，合理安排出行。

市交通部门还提醒广大市民乘坐

公共交通应佩戴口罩并配合进行体温

监测。如有疑问或需要相关帮助，可拨

打 96900

（公交热线）

、96891

（地铁热

线）

咨询。

温馨提示

羊城通乘车码小程序

可查公交地铁实时情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

讯员 交通宣 ）

记者从市交通部

门获悉，2 月 10 日~14 日，中心城

区出行逐渐增多， 城市道路整体

运行顺畅，在通勤高峰降雨、周五

晚高峰等以往交通压力较大的时

段，城市整路网依然畅通。据城市

道路交通运行分析系统监测显

示， 本周中心城区城市道路日均

交通拥堵指数仅为 0.54， 整路网

各时段均处于“畅通”等级，其中

早晚高峰的交通拥堵指数分别为

0.42 及 0.66， 较去年同期大幅下

降 87.9%及 90.5%。

局部交通方面， 市内的广园

快速路、广州大道、黄埔大道等主

干道车流顺畅， 早晚高峰平均车

速均在 40km/h 以上。 企业较集

中的珠江新城商圈、天河核心区、

环市东商圈等商业核心区周边道

路交通运行效率较高， 驾乘体验

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刘毅 沈国昕 ）

记者昨日

从广铁集团获悉，2 月 15 日~18

日，佛山西往返湛江西、广州南往

返湛江西每日恢复开行各 1 对停

运列车。同时，部分往返粤湘两省

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由单列运行改

为重联运行。

据广铁集团客运部介绍，广

铁集团为了满足企业复工期间旅

客出行需求， 努力控制高铁动车

组列车上的乘车人数， 最大限度

降低返程运输疫情传播风险。

铁路部门提示， 具体列车开

行信息请登录 12306 网站查询。

请旅客在乘车出行过程中， 注意

戴好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品， 出行

前如发现身体不适或出现发热症

状，建议调整行程，立即前往医院

就诊。乘车时，请听从工作人员引

导， 尽量分散就坐， 避免人员聚

集。

相关新闻

市中心道路高峰期交通顺畅

广铁恢复开行部分停运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