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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起高速将迎返程高峰

返程期间车流量相对集中，广东交警呼吁尽量错峰出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粤交警）

昨日，记者从广东交警了解到，

正月初二短途探亲客流增多， 广东高速

公路迎来节后短时车流回升； 正月初四

下午开始将出现部分返程车流， 预计正

月初五和初六将迎来返程高峰。 相对于

节前，返程人流车流更为密集，部分路段

车多缓行情况将高于节前， 广东省公安

厅交管局提醒广大司机朋友， 归途中请

时刻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切勿疲劳驾

驶、酒后开车，只有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

路。

今年春运前期， 省内高速公路通行

整体畅顺平稳，未出现长时间、大面积拥

堵。 相对于节前学校提前放假、工厂提前

放工的错峰出行特点， 节后大部分群众

需赶在正月初七前返回工作地上班，省

内出行的车流与省外返粤的车流交织叠

加，返程车流相对集中，预计节后道路拥

堵指数明显高于节前。 结合往年春运大

数据分析， 广东公安交警部门预计从正

月初五

（

1

月

26

日）

开始，返程就会迎来节

后第一波高峰，而正月初六

（

1

月

27

日）

的

返程出行将更为集中， 高峰时段预计出

现在14时至19时。

节后返程驾车， 疲劳驾驶是广大驾

驶人首要关注因素。 广东交警特别提醒

广大司机朋友，驾车出行切记安全第一，

切莫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考虑返程期间

车流量相对集中， 也呼吁大家尽量错峰出

行。 如果遇到车辆排队，请耐心等待，依

次通行，不要随意穿插，更不要占用应急

车道，以免影响救援；遇到轻微事故，要

采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措施，以

最安全的方式实现快处快撤， 以防止二

次事故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春节期

间， 广东交警将在全省开展严查酒驾统

一行动，确保群众安全出行。 酒驾醉驾危

害大、代价高，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与新

春团圆，请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相关新闻

广铁返程客流回升

预计初六至初七迎节后客流最高峰

春 运

202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郭静 胡靖 朱新新）

记者从广铁集

团了解到，1 月 24 日

（农历大年初

三）

，广铁集团发送旅客 107 万人次，

较 23 日增加 22.5 万人次。其中，广东

地区发送旅客 61.4 万人次，湖南地区

发送旅客 33.1 万人次，返程客流有所

回升。

据广铁集团客运部门介绍，24日

开始，探亲流、务工流、旅游流集中出

行，客流强度有所提升，长途出行客

流以到北京、上海、广州方向为主，管

内中短途客流以周边城市到达广州、

深圳、长沙地区为主，广铁集团预计

在1月27日至28日迎来节后客流最高

峰，发送旅客将达到148.7万人次。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4日广铁

集团安排开行1111对列车，其中加开

34对列车，主要是湛江、湖南、潮汕开

往广东、深圳地区。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广九客运

段在上车指引、行李放置、饮食供应、

重点照顾、站车交接等环节打造温馨

服务链，为旅客提供补票电子化、“铁

路畅行码”扫码服务。

此外，广州南站、广州站、佛山西

站、 深圳北站等火车站内服务台，对

老年人和特殊重点人群提供人工售

票、 问询引导和人工验证检票等服

务，以及车站重点旅客预约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何廷昭 陶蔚 徐志杰 ）

2000 年出

生的马梓洋是机车副司机，去年 8 月

进入铁路工作，今年是他奋战的首个

春运。“挺兴奋，也很亲切，因为我的

爷爷、父亲都在铁路工作。 ”马梓洋的

爷爷是铁道兵，在铁路多个岗位工作

过； 父亲曾经也是一名火车司机，现

在广州机务段做材料员，马梓洋是正

儿八经的“铁三代”。

“我上学的时候， 每到节假日他

们都很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我对春

运是有思想准备的。 ”马梓洋说。然而

亲身投入铁路春运工作后，他更加理

解了爷爷和父亲，每次舍小家选择背

后那份沉甸甸的担当和不容易。

最近 10 天内，马梓洋已经跑了 3

趟车， 从广州到长沙间值乘 6 次全

程。 一路上，机车副司机需要辅助司

机进行确认和瞭望工作，包括每次调

速后的速度确认、 操作台数据确认、

路面信号确认和查看前方线路有无

异常、路障等工作。

京广线是长大交路，全程 700 多

公里，在 8 小时驾驶时间内，平均每

两分钟就要确认一次路面信号；15 分

钟内至少得站立一次；确认速度上百

次。 眼珠滴溜溜天上、地下、中间来回

转，观察接触网、路面和机车正前方

有无异常。

进入春运后，夜间值乘次数多了

起来。 马梓洋严格按照要求，出乘前

保持充足的睡眠，应对夜间工作。“晚

上 1 点多发车，最难的可能就是要集

中精力， 但是人一忙起来就不会犯

困，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动眼、动手、动

腿，几乎停不下来。 ”

为了确保安全，每一名机车司机

都把标准化作业思维刻进了潜意识，

刚入路不久马梓洋听过一件趣事，说

有位司机平时生活中过马路时，也会

下意识地打出手势，“一站二看三确

认四通过。 ”一开始他只觉得有趣，后

来发现自己看到马路上的绿灯，手也

会突然动一下。

由于临客都是春运期间的夜间

加开车，马梓洋也见到了和之前不一

样的风景，“列车晚上在山间行驶，每

到早上五六点，天边泛红，可以看到

太阳从山林间升起来，日出挺美的。 ”

每次列车到站停稳后，马梓洋绷紧的

神经才会放松下来，长舒一口气。

分析客流走向 精准加开列车

4名女“精算师”

为超19万旅客“抢”到回家车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尹诤 胡蝶）

记者昨日从广铁集团获悉，

节前春运 15 天，华南最大的交通枢纽广

州南站开行高铁列车 7093 对，发送旅客

423 万人次。 在数百万名旅客平安、有

序、温馨出行的幕后，有 4 名每天为旅客

“抢”回家车票的女“精算师”。 她们紧盯

旅客需求， 在春运密集的列车班次中，

见缝插针地精准提报加开列车计划，节

前共为 19 万余名旅客申请到回家过年

的车票。 节后她们依旧坚守岗位，为旅

客的返程和中转换乘，安排最佳行程。

经常研究数据至深夜

“今年春运跨区域客流上线早，长

沙南方向的票额肯定不够，可以申请加

开 G9632、G9772 等列车。”“每年春运到

怀化方向的旅客多，申请 G6164、G6156

次列车重联，每天能增加 1000 多张票。”

1 月 4 日春运前开始， 在广州南站售票

车间计划室里，龙秋萍每天带领 3 名 90

后女分析员， 在电脑前快速刷新数据，

分析客流走向， 针对旅客候补申请，研

究精准加开列车，经常讨论至深夜。

经过仔细研究后，她们提报的加开

列车计划一旦被广铁集团客运部门采

纳，便会生成数据，旅客们可以网上线

下多渠道购买车票。

为超 19万旅客“抢”到票

“我从 1 月 10 日开始， 在网上买回

成都老家的票，一直没买到，原本打算

放弃了，那天突然刷到，广州南站往成

都多开了一趟 D4962 次高铁，马上就买

到票了。 ”1 月 20 日，在广州南站候车的

陈女士开心地讲述了她的买票经历。

为提高春运期间申请加开列车计划

的兑现率，4 位女“精算师”通力合作。

“往年客流数据、 铁路‘12306’App

候补数据，甚至是广州南站微博、微信公

众号的网友呼声， 都是我们预判的依

据。 ”龙秋萍是计划室的组长，全面负责

监控京广、南贵广、杭深等各条线路的售

票情况，并根据分析，精准提出售票策略

调整建议，分线路、分时段、分车次优化

调整票额预分方案，确保不浪费每一张

车票。

许娜是提报运能申请的“小能手”，

春运前一个月就提报了加开临客列车

申请。 春运期间参与提报运能申请已兑

现加开 100 趟次， 兑现车次日均始发上

座率高达 97%。

张洁妍主要负责盯控余票情况。 由

于今年春运客流提前上线，1 月 5 日上

午，她发现次日往湖南方向的车票基本

售罄， 立刻提报临时运能申请， 加开

G9640、G9622 等 6 趟列车，5816 张车票

很快售完。

“我们每周会做一次总结分析，分析

各个方向每趟车客座情况环比上周的变

化趋势， 以此为依据作出对下周售票策

略和运能的调整。 ”陈雪玲对数据十分

敏感，能迅速地发现数据变化趋势，理清

客流走向，进行总结分析。

“节前春运，广州南站共申请加开列

车 239 趟次、重联 18 趟次，兑现率达到

80%。 ”龙秋萍对自己所在的“抢票团队”

成绩非常自豪。

据悉，她们紧盯旅客需求，在春运密

集的列车班次中， 见缝插针地精准提报

加开列车计划，节前共为 19 万余名旅客

申请到回家过年的车票。

广铁集团新司机谈春运首秀：

凌晨的山间日出很美

首 次 参 加

春运的 “

00

后 ”

马梓洋体会到了

爷爷和父亲当年

春运时的不易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