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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春运前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

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日开

始，2月25日结束，共计40天。 据初步预

测， 春运期间， 白云机场将起降航班

3.29万架次，接送旅客331.8万人次。 记

者昨日获悉， 白云机场始终把疫情防

控摆在首位，从严从实做好“防疫情、

保通畅、守平安、优服务”各项工作，全

力保障旅客平安温馨出行。

进入航站楼人员严格落实三

个“百分百”

据介绍， 针对今年春运期间可能

出现的阶段性持续低温天气情况，白

云机场将加强研判决策， 及时启动天

气预警会商机制， 制定航班计划动态

调整方案， 避免可能因航班延误或取

消引发的旅客聚集滞留。

疫情防控仍是今年春运保障的重

中之重， 白云机场提前制定春运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 重点加强航班和区域

消杀、入境流程排查、航班资源分配管

理等， 多个角度抓实入境流程全闭环

管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持续紧盯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变化， 根据全国各地

疫情风险等级情况， 及时调整白云机

场国内重点管控航班范围， 对重点航

班实施“四个固定”及旅客落地核酸检

测等管控措施。 联动各大航空公司通

过短信、 新媒体等渠道及时发布防控

措施变更及旅客出行的相关提醒。

白云机场强化重点场所防控，对

所有进入航站楼人员

（包括搭乘航班

出港的旅客和送行、接机的人员）

严格

落实“100%测温、100%刷身份证查验健

康码通行、100%佩戴口罩”措施，动态

调整出入口数量，确保旅客安全顺畅出

行。加大自助值机设备、安检通道、卫生

间等高频接触点和航站楼内电梯、座椅

等公共设施的消毒频次。 春运期间，白

云机场还将继续发挥“科技抗疫”“无接

触服务”的优势，通过“红外感应无接

触”电梯、紫外线手推车消毒、紫外线行

李消毒机等技术保障旅客安心出行。

针对特需旅客增设值机“爱心

柜台”

同时，白云机场持续优化提升“春

风服务” 举措。 针对春运期间老人、小

孩、孕妇等特需旅客，增设值机“爱心柜

台”、 开通特殊旅客安检通道等便民利

民措施。 在航站楼内的行李提取大厅、

自助托运等多处关键服务节点设置“流

动服务岗”，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帮

助等贴心服务。 在安检通道后方，为老

人、孕妇等特需旅客及晚到旅客等提供

免费电瓶车服务。 在防爆安检、自助值

机、自助托运、安检通道前等区域，做好

“保持1米安全社交距离”提醒。 在失物

招领、行李打包等旅客服务柜台，免费

为旅客提供消毒免洗洗手液。

春运期间，白云机场将对两座航站

楼进行节庆氛围布置，精心设置“云上

花街”，引入灯笼、科技、非遗等元素营

造温馨出行氛围。 此外，还将举办“迎春

雕塑展”“福虎闹春主题展览”，“上新”

T2美术馆、T1广州艺术博物院白云机场

分院，融入艺术元素温暖旅客回家路。

春运期间，白云机场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预计40天接送旅客331.8万人次

疫情防控须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统宣 曾子慧 郭庆文）

国家统计局广

州调查队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

月份， 广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简称

CPI

）

环比下降0.4%，降幅与上月相同，

其中食品价格 (

以下均指环比

) 下降

1.0%，非食品价格下降0.2%；消费品价

格下降0.5%，服务价格下降0.2%，八大

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呈五降一平二

涨，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交通通信类价格下降0.9%。 其中，

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波动和国家发改

委调控成品油价格影响，汽、柴油价格

分别下降5.4%和5.8%；2021年12月为出

行淡季，加上近期多地出现疫情，乘飞

机外出需求减少， 航空公司打折促销

增多， 带动机票价格和交通工具租赁

费分别下降0.5%和2.4%。此外，根据《关

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

（穗发改规字 〔

2021

〕

2

号）

文件要求， 景区配套停车场对停车收

费标准有所调整， 拉动停车费上涨

2.1%。

衣着类价格下降0.6%。 其中，受冬

装打折促销影响，男士服装、女士服装

和儿童服装分别下降 0.6% 、0.5%和

1.3%。

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0.4%。 其中，

食品价格下降1.0%。食品14个小类7降7

涨； 受供应充足影响， 鲜菜价格下降

10.7%，鲜果价格下降0.3%；猪肉进货价

格有所上调，市场和超市等肉价随之上

涨，猪肉价格上涨1.5%。 此外，饿了么、

美团等平台部分商品配送费有所上调，

带动外卖价格上涨6.4%。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0.5%。

其中，受年末人员紧缺、保洁等业务量

大增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家政服务价

格上涨5.9%。

其余四大类价格影响相对较小。居

住类价格下降0.5%，其他用品及服务类

价格下降0.2%， 医疗保健类价格持平，

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0.2%。

其中，受国际金价波动影响，金饰

品、 铂金价格分别下降2.8%和7.0%；年

末租房需求下降， 市场季节性转冷，私

房房租、自有住房价格分别下降0.7%和

0.9%。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广铁公宣）

昨日， 广州铁路警方在

广州南站派出所举行春运安保新闻发

布会。 春运期间，广州铁路警方加大警

力调配和巡逻防控力度，抽调259人组

建16个专业工作队驻点一线车站，现

场进行指挥督导。 同时，广州铁路警方

还在广州地区准备了50人的应急备勤

队伍，24小时战备待命。

据介绍， 广州铁路警方坚持以旅

客平安出行为目标，坚持主动出击，持

续打击整治，重点打击非法拉接客、非

法乞讨、高铁吸烟、猥亵妇女、电信诈

骗、制贩假票等违法犯罪行为。 今年春

运， 广州铁路警方还制定了详细的春

运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记者在广州南站派出所指挥中心

看到，一面由 55 块屏幕组成的大屏上

实时显示南站多个监控画面。 大屏右

下角还实时显示当天广州南站开行、

始发、终到列车的数量，并且能实时显

示客流量， 还有大客流和列车晚点预

警。 现场民警介绍，通过大屏可以很直

观地看到广州南站的实时客流情况。

春运期间24小时待命

广铁警方组建50人应急备勤队伍

肉价涨了，金价降了

去年12月广州CPI环比下降0.4%

昨日 ，广州

南 站 的 智 慧 警

务 系 统 投 入 使

用。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1.

进航站楼需要核酸检测报告吗？

所有进入白云机场航站楼的人员

（包括搭乘航班出港的旅客和送行、接机的人

员）

，必须在航站楼入口处刷身份证查验“健康码”，并接受体温检测。 疫情动态发

展，部分航司会在值机柜台或登机口加验核酸检测报告，建议您提前准备好核酸采

样信息或跟所乘坐的航空公司确认。

2.

没有身份证怎么办？ 是否可以正常进入航站楼？

没有身份证的旅客， 可通过提供电子身份证或带本人照片的身份证明进行人

工查验。 老人、小孩、特殊旅客可找到现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提供帮助

（

2

岁以上未

上户口的儿童可通过出生证明编号查验，

2

岁以下婴儿可免查健康码）

。

3.

广州出发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除了必须在航站楼入口处刷身份证查验“健康码”，进行体温检测，还需在过安

检时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北京健康宝”绿码。

广州-北京核酸查验标准：健康码有标注≤48 小时的核酸检测记录；或其他核

酸检测有效检测报告。 时间计算标准：现场查验时间-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告时间

（或：采样时间）

≤48 小时。

4.

目前白云机场重点管控的国内航班有哪些？

目前重点管控航班落地后将在 T1 航站楼 W3 出口专门区域保障， 所有旅客

落地需接受免费核酸检测，同时检查健康码及测量体温后才可离开，离开机场后建

议提前联系目的地社区

（酒店）

报备。

白云机场重点管控航班会随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动态调整， 最新信息请广大旅

客及时关注“白云机场”微博置顶信息。

5.

国内重点保障航班核酸采样后结果在哪里查看？

请提前注册“粤核酸”填写个人信息，核酸采样完成后结果上传至“粤康码”。

6.

白云机场有做核酸的地方吗？

①地点：T1 航站楼：一号航站楼 12 号门对面 P3 停车楼顶层

T2 航站楼：51 号门出门左转或新 GTC 柜台旁边出门右转

②采样点上班时间：7:00-次日凌晨 02:00

③收费标准：34.88 元/次

④出报告时间：为确保 4~6 小时出具报告的时效性，请乘机旅客出示有效的乘

机证明。

7.

疫情期间，个人消毒用品是否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

①医用口罩、N95 口罩、护目镜、普通防护服等携带乘机没有限制。

②双氧水、过氧乙酸、84 消毒液、消毒泡腾片和漂白粉等，都属于航空运输危

险品，既不能托运也不能随身携带。

③免洗洗手液含有高浓度酒精

（无水乙醇）

，浓度在 60%~80%之间。 酒精的体

积百分比含量＞70%，既不能托运也不能随身携带。酒精的体积百分比含量≤70%的

消毒剂不能随身携带，但可以办理托运。 具体以现场检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