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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道路客运压力将减轻，私家车出行偏好明显增加

全省客流预计比2019年降14.9%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

生 唐宾鸿 通讯员 粤交综 ）

昨日，记

者从广东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经相关部门预测，预计 2021 年

春运全省旅客发送量约 1.72 亿人次，

较 2019 年春运下降 14.9%。

春运客流将显著低于常年

会上，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通报了广东“十三五”交通运输总

体情况、2021 年春运期间交通出行有

关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1 年春运从 1 月 28 日开始，至

3 月 8 日结束，共 40 天。因疫情防控需

要，国内各地纷纷鼓励就地过年、弹性

放假、 错峰避峰出行。 经相关部门预

测，预计 2021 年春运全省旅客发送量

约 1.72 亿人次， 较 2019 年春运下降

14.9%。“今年广东春运客流量显著低

于常年，” 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 新闻发言人杨俊波介绍， 春运期

间，广东将投入各类营运客车 3.65 万

辆，客位超过 150 万个，其中高级客车

超过 2.7 万辆， 客位超过 129.7 万个，

进出广东的省际正班车约 0.95 万辆，

客位约 38 万个。高铁共安排出省列车

677 对，较 2019 年增加 71 对。 白云机

场预计起降航班 5.54 万架次，较 2019

年增长 1.53%。

“总体来看，2021 年春运客流量存

在较强不确定性，节前客流相对分散，

节后返程较为集中，”省交通运输厅综

合运输处处长翁兴根表示， 今年春运

在需求缩减和运力提升双重作用下，

预计道路客运压力将减轻，高铁、民航

等高品质出行比例将进一步提高，私

家车出行偏好明显增加。

鼓励有条件地区设立“无健康

码通道”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

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全力守好交通运

输行业防线阵地， 确保实现“畅顺春

运、平安出行”。 如推进行业重点人群

疫苗接种工作，按照“区分风险等级、

优先一线岗位”原则，对全省交通运输

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摸底统计， 分三个

阶段有序组织交通一线从业人员、行

业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疫苗，预计将于 1

月底前完成交通运输服务重点从业人

员疫苗接种工作。

据了解，广东全面加强重点领域、

重点环节疫情防控。 指导各地“两站

一场一港口” 和高速公路服务区严格

落实消毒通风、 健康码查验、 体温监

测等防控措施， 旅客进站做到“必须

全程佩戴口罩、 必须测体温、 必须绿

码通行———三必须”。 同时， 对跨境

运输“三点一线” 实施闭环管理， 对

进口冷链货物运输、 港口码头、 交通

建设工程项目疫情防控进一步明确要

求。

同时， 推动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

术面前遇到的春运出行困难， 改进完

善交通运输领域“健康码”查验服务工

作。 在各地汽车站、火车站、码头、机场

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建立完善“健康码”

亲友代办、工作人员代查等服务，老年

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

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行程

卡”作为辅助行程证明。

据悉， 省交通运输厅鼓励有条件

地区， 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

群体设立“无健康码通道”。 公路、水

路、铁路、民航和城市公共交通等各类

运输服务场站保留人工服务窗口和现

金支付渠道， 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指

引、设备操作等便利化服务和帮助，确

保老年人春运便利出行。

数说广东交通

“十三五”期间，全省完成公路水

路交通投资超

8135

亿元， 同比增长

约

73%

。 其中，

2020

年全省完成公路

水路交通投资超

2000

亿元， 创历史

新高。

高速公路网络不断完善。 建成港

珠澳大桥 、南沙大桥 、汕昆 、汕湛 、武

深等

65

个项目， 新增通车里程超过

3300

公里 ，

2020

年底高速公路通车

总里程在全国率先突破

1

万公里。

港航建设加快推进。 新增万吨级

泊位

47

个，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预计

达到

338

个。 西江

3000

吨级 、 北江

1000

吨级等

13

个航道扩能升级项目

总体完工， 新增内河高等级航道

483

公里，

3000

吨级船舶可从广州港 、深

圳港、 珠海高栏港等直达广西境内

,

1000

吨级船舶可从佛山三水直达韶

关市区。

铁路路网布局持续优化。 “十三

五”期间 ，新开通珠机城际铁路珠海

至珠海长隆段 、广清 、广州东环等城

际铁路，新增铁路运营里程

849

公里，

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

4869

公里，实现

全省

20

个地级以上市通高速铁路。

广州交警“车驾管业务远程办”小程序上线

随时随地！ 19项业务可用手机办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

讯员 交宣）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公

安交警部门获悉， 为进一步实现群

众“足不出户” 网上办理车驾管业

务，在现有网办业务的基础上，继续

推出“车驾管业务远程办”（

下称“远

程办”

）新举措，再次拓宽了业务办

理范围，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据了解，此次上线的“远程办”，

广州交警从“驾驶人满分学习考试

受理”“恢复驾驶资格考试受理”“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实习期满考试受

理”“持军警驾驶证申领机动车驾驶

证考试受理”“持境外驾驶证申领机

动车驾驶证考试受理”“安全驾驶信

用查询”“驾考学员业务” 等 7 个方

面共推出 19 项车驾管业务。

“远程办”新举措具有“随时办”

“简流程”“零跑动”的特点。 办事群

众不用再到车管窗口现场办理，免

去预约、等待叫号等繁琐环节，随时

随地都可以在手机上提交申请。

“远程办” 中的各类考试受理业务，

将原先办事群众需要预约到车管窗

口办理的环节直接上线， 办事群众

提交申请后可按照预约时间到车管

部门提交资料并直接参加考试。 驾

考学员办理注销学籍、取消考试、更

改电话、 自愿降级以及变更考试地

业务时，将可直接远程办理，实现零

跑动。

据透露， 广州交警下一步将在

“远程办” 上线驾驶证自愿降级业

务。

“远程办”新举措办理流程

办事群众可扫一扫“远程办”二维码进入小程序，也可以关注广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后，按照【业务办理】

-

【车管服务

大厅】进入【远程办理】界面，远程办理业务时需要进行身份认证，然后上传身份证等业务资料， 提交成功后“远程办”后

台将根据不同业务类型推送相关通知。

一、

驾驶人满分学习考试受理业务。

驾驶人完成七天满分学习后可直接网上提交资料申请考试，无需先预约再跑

车管窗口办理考试业务受理，彻底改变群众奔波苦的困境。

二、

恢复驾驶资格考试受理业务。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满三年的驾驶人，可通过“远程办”提交科目一考

试申请，无需重复往返，现场考试通过后即可恢复驾驶资格。

三、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实习期满考试受理业务。

此类驾驶人实习期满后可在“远程办”上直接提交资料申请考

试，车管后台审核通过后直接来到现场参加考试。

四、

持境外驾驶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受理业务。

涵盖 6 项业务，大陆居民持境外

（摩托车、小型汽车、中大型客

货车）

驾驶证，境外人员持境外

（摩托车、小型汽车、中大型客货车）

驾驶证均可在线上提交资料审核，线下直接考试。

五、

持军警驾驶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受理业务。

涵盖 4 项业务，退役军人、现役军人持军队

（中大型客货车）

驾

驶证、退役武警、现役武警持武警部队

（中大型客货车）

驾驶证均可在线上提交资料审核，线下直接考试。

六、

安全驾驶信用查询业务。

群众可直接在“远程办”上申领驾驶人安全驾驶信用情况，将彻底改变以往群众需专

程跑车管窗口，且不能代办的困境，极大便利群众就业和生活。 群众如需纸质文件也将以邮寄方式直接送达。

七、

驾考学员业务

(

涵盖

5

项业务

)

。

1. 学员注销学籍业务。 驾考学员因学习驾驶证明过期、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或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

考试第五次预约考试仍不合格的、学习驾驶证明尚未过期，但本人因故提出申请的，无需本人预约前来车管窗口办理，

可直接远程办理。

2. 学员自愿降级业务。 报考小型汽车 C1 的学员，因故需要更改为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的，无需本人预约前来车管

窗口，可直接远程办理。

3. 学员更改电话业务。 学员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由于自身原因需要将报考时登记的本人手机号码作更改的，

以便登陆考试预约系统、考试预约接收信息，无需本人预约前来车管窗口，可直接远程办理。

4. 取消预约考试业务。 学员因临时有事、约错考场等原因无法按照预约时间前往预约考场参加考试的，无需本人

预约前来车管窗口，可直接远程办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避免考试资源浪费，学员每个科目仅可通过远程办办理取

消考试一次，如确需多次取消的，学员可前往车管窗口办理。

5. 变更考试地业务。 学员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期间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因工作、学习、生活等需要居住地发生

变更的，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申请变更一次考试地。 上线后，学员无需本人预约前来车管窗口，可直接远程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