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预计发送旅客
约5037万人次
客流量和去年持平，道路运输下降，铁路和民航增长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 月 31日，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发布消息称，春运期间，集团将在主城各大交
通枢纽周边，部署约200辆公交机动车，以方便市民
出行。

春运期间，轨道交通江北机场 T3 和 T2 航站楼
站，重庆北站南、北广场站，龙头寺站、红旗河沟和两
路口站，以及重庆北站、西站、沙坪坝站等火车站对
外连接的公交线路将在春运首、尾阶段面临较大的
客流压力。

为此，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将组织公交集团、轨道集
团、枢纽集团，共同加大这些站点运力保障，重点组织好
以主城区火车站、码头、机场、高校及各大商圈等乘客较
为集中区域的运营调度，并实施动态监控，强化预判，合
理调整、延长公交车收班时间。

目前，各公交营运公司已主动同各园区企业和高
校进行对接，提供车辆定制服务，确保民工和学生顺利
返乡。

主城交通枢纽
部署约200辆
应急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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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一年一度的春运大
幕2月1日拉开。市交委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市
旅客流量约5037万人次，较去年大体持平。

铁路和民航客流量增长明显

市交委预测，春节前客流相对平缓，但节后学
生流、务工流、探亲流、旅游客流相互叠加，易形成
客流高峰。预计今年春运期间，我市道路运输客流
呈下降趋势，铁路和民航增长明显。

“航空平民化、高铁一体化、私家车普及化，是
春运运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市交委相关
负责人分析。为此，今年春运期间，我市铁路部门
和航空部门都将增加运力，以应对大客流。

投入客运班车2万辆

重庆西站、沙坪坝火车站、渝贵铁路等已开通，
运输接驳点多面广，不同运输方式间的接驳疏运压
力增大。

今年春运期间，全市计划投入班线客运车辆2
万辆，投入出租客运车辆2.4万台。

同时，春运期间，三峡南线船闸和葛洲坝一号
船闸将进行检修，船舶过闸矛盾更加突出。春运期

间，全市投入客船850艘、7.7万客位。其中，长江干
线跨省客船19艘、6729客位；区间和短途客船831
艘、7万客位。

高速路春节长假车流逐日递增

今年春运期间，我市高速车流量呈M型走势，
春节7天假期呈逐日递增趋势。预计今年春运期

间，我市高速公路车流总量将达到3776万辆次左
右；日均车流量将达94万辆次，车流峰值将突破
150万辆次。

市交委预计，春节节中及节前后10天，以主城为
中心覆盖60公里范围内的高速公路，将会出现双向
拥堵状态，且拥堵时间长。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时
间，错峰出行。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张
珺）重庆日
报记者1月
31 日 从 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春
运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国春运2月1日
正式启动，也迎来元宵节出行火车票售
票高峰。重庆西站、沙坪坝站第一次加
入重庆春运，加上投用不久的渝贵铁路、
兰渝铁路、西成铁路，今年春运铁路运能
增加明显，预计将再创新高，达到980万
人次，比去年增加128万人次。

据重庆火车站介绍，2018年春运预
计全站（含重庆站、重庆北站、重庆西站
等）发送旅客610万人次，同比增加77万
人次，增幅14.4%；其中直通发送旅客
228万人次，同比增加27.1万人次，增长
13.5%。管内发送旅客382万人次，同比
增加49.9万人次，增长15%。分站预计，
重庆站发送32万人次，重庆北站南广场
发送166万人次，重庆北站北广场发送
283万人次，沙坪坝站发送29万人次，重
庆西站发送100万人次。

今年春运开始时间较去年延后19
天，预计春运客流将呈现节前相对分散，
节后启动早、相对集中的特点。节后学

生流和务工流将交织重叠，形成客流高
峰。同时，渝贵铁路、兰渝铁路开通将进
一步带动直通广州、昆明、西北方向动车
客流的增长，贵阳方向客流较往年将会
大幅增长，尤其是春节黄金周前后将形
成短途动车客流高峰。

春运期间，重庆境内计划节前开行
旅客列车299对，同比增加73.5对，其中
动车203对，同比增加87.5对；计划节后
开行286对，同比增加725对，其中动车
201对，同比增加86.5对。其中包括重
庆北、重庆西经西成高铁到西安、北京、
上海、天津、青岛等方向，经渝贵铁路到
广州、南昌、南宁、长沙、柳州、昆明等方

向的长途动车组将大量上线运行。
春运伊始，就将迎来一拨网络售票高

峰，主要发售元宵节后的长途火车票及春
节前的短途火车票。铁路部门还将在重庆
境内铁路车站开设含自助收取票功能的售
票窗口790余个，代售窗口370余个，覆盖
38个区县，在部分不通铁路的县乡设立代
售点60余个，让当地居民就近购票取票。

今年春运，铁路部门新推出售票窗
口和自动售票机微信扫码支付功能。
另外在进站安检环节，铁路警方会根据
客流特点合理调节安检能力，在车票验
证口与安检口间增设5至10米的“安检
缓冲区”，保证旅客出行安全。

全站发送旅客610万人次，比去年增加14.4%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今年春运期间，选择坐
飞机出行的乘客明显增多。那么，往返机场在哪坐机
场大巴方便？1月31日，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发布了主
城机场6条快线运行路线和发车时间等信息。

■K01：江北机场T3航站楼-解放碑

停靠站点：
顺向：江北机场T3航站楼、T2航站楼、加州花园、

大庙、上清寺、大礼堂、解放碑。
逆向：解放碑、大礼堂、上清寺、加州花园、T2航站

楼、江北机场T3航站楼。
开收班时间：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8：30-航班

结束后30分钟，解放碑5：30-21：00。

■K02：重庆北站北广场-江北机场T3航站楼

停靠站点：
顺向：重庆北站北广场、汽博中心、T2航站楼、江

北机场T3航站楼。
逆向：江北机场T3航站楼、T2航站楼、栖霞路口、

重庆北站北广场。
开收班时间：重庆北站北广场8：00-22：30，江北国

际机场T3航站楼8：45-22：40。

■K03：江北机场T3航站楼-杨公桥

停靠站点：
顺向：江北机场T3航站楼、T2航站楼、杨公桥。
逆向：杨公桥、T2航站楼、江北机场T3航站楼。
开收班时间：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8：30-23：30，

杨公桥7：00-21：00。

■K05：江北机场T3航站楼-四公里枢纽站

停靠站点：
顺向：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南坪四公里枢纽站。
逆向：南坪四公里枢纽站、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开收班时间：江北国际机场T3
航站楼8：30-22：30，四公里枢纽站
8：00-21：00。

■K06：江北机场 T3 航站
楼-重庆西站

停靠站点：
顺向：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重庆西站。
逆向：重庆西站、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开收班时间：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8：30-21：00，

重庆西站8：00-21：00。

■K07：江北机场T3航站楼-沙坪坝火车站

停靠站点：
顺向：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沙坪坝火车站。
逆向：沙坪坝火车站、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开收班时间：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8：30-21：00，

沙坪坝火车站8：00-21：00。

解放碑最早5∶30就有大巴车去机场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31日，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发

布消息称，春运期间，为方便市民乘坐轨道
交通出行，已开通运营的各条轨道交通线
路都安排备用应急列车，以便第一时间疏
散客流。

据介绍，春运期间（除春节节日外），轨道
交通使用对应工作日、双休日列车运行图。

1号线，春节前两天开行小什字至尖顶坡
单一交路，最小行车间隔5分钟；第三至七天使
用现双休日运输方案，开行小什字至尖顶坡和
小什字至双碑大小交路，最小行车间隔4分钟，
备车2列。

2号线，春节期间均执行统一运营方案，
开行较场口至天堂堡和较场口至鱼洞大小交
路，最小行车间隔4分40秒，备车2列。

3号线，运输方案分为节日前两天、第三
至五天、第六至七天运输方案，三阶段运营
方案均开行鱼洞至龙头寺、九公里至龙头

寺、四公里至T2航站楼站。主要差异在于第
一阶段行车最小行车间隔为3分10秒。第二
阶段为双休日运营方案，第三阶段在双休日
基础上延长列车回段时间，第二阶段和第三
阶段最小3分钟行车间隔。其中前两阶段均
备车2列，三阶段备车2-4列。

5号线一期北段，处于试运营阶段，春运
期间行车间隔8分钟，备车2列。5号线一期
北段北起园博中心站，南至大龙山站，沿线
设车站9座，目前在大龙山站和冉家坝与6
号线换乘。

6号线，春节期间均执行统一运营方案，
开行茶园至蔡家和上新街至北碚交路方案，
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国博线独立运行，行车
间隔10分钟。各条线路均备车2列。

10号线一期，处于试运营阶段，春运期间开
行鲤鱼池至王家庄和鲤鱼池至T2航站楼大小交
路，行车间隔8分钟，备车2列。10号线一期开通
18个车站，目前红土地站和悦来站与6号线换
乘，江北机场T2航站楼站与3号线换乘。

所有线路都配有应急列车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重庆日报记者 1 月 31
日从重庆航空公司获悉，随着各地中小学寒假假期
的到来，重庆航空迎来了无陪儿童出行高峰期。在
春运开始前的1月 15日-1月 31日，重庆航空就承
运无陪儿童近800人，日均48人，比上月同期增长

了81.7%。
重庆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大市，每年春运都有大量无

陪儿童乘机去外地与在外务工的父母团聚。重航的无
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免费为5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
儿童提供，由专人引导无陪儿童前往值机柜台办理相关

值机手续，并在登机牌上专门标注。从候机、登机、乘机
到下机等环节，都有重航工作人员全程无缝引领陪伴，
直至将小朋友安全顺利交到接机人手中。

此外，2018年春运期间，国航飞行总队和西南
分公司的A330 和 B777 宽体飞机都将到重庆机场
执行任务。届时，将有8架次宽体机在国航重庆分
公司执行任务，创造了宽体机来渝数量的新高。

宽体机又称宽机身客机，具有大直径机身客舱，有
两个通道，载客量在300人以上。

重庆航空日均承运无陪儿童48名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实习生 杨雅涵）1 月 31 日，
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特别推出《重庆地名文
化地图之迎春篇》，为大家盘点全市所有地名中含有“春”的
镇街乡和村社。

在重庆30处带有“春”字的地名中，镇街乡级仅有1个，为大
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其余的29个地方均为村社级，例如渝中的春
森路社区、万州的长春村、秀山的新春村……在这30个地名当中，
以“青春”和“长春”为名的地方最多，分别有4个；分布最多的区县
为綦江、丰都和垫江，各有3个。

《重庆地名文化地图之迎春篇》出炉

我市有30处地名带“春”字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
月3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国网
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针对新
一轮低温雨雪灾害天气，该公
司启动灾害抢修应急预案，目
前已累计出动抢修队伍 483
支，开展线路特巡、覆冰观测、
直流融冰和故障抢修，保障全
市供电线路安全运行和市民正
常用电。

近日，重庆迎来新一轮低
温极寒天气，渝东南、渝东北高
海拔地区温度再创今冬新低，
部分地区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7℃，冰雪凝冻交加，数十条
35千伏以上输电线路出现不
同程度覆冰现象，另有部分
10千伏线路发生故障。市电
力公司连日来已出动抢修人
员达4960人次，出动1122台
次抢修车辆。

目前，该公司加强对渝东
南、渝东北高海拔覆冰区域
电网设备的监测，安排特巡
人员巡视或蹲守易覆冰线路
区段，对覆冰严重的线路开
展直流融冰，保证骨干电网
安全运行。

重庆电力公司应对冰雪凝冻灾害
出动抢修人员4960人次

本报讯 （记者 李幸）
“万众欢腾歌盛世，百花竞放贺
新春”。1月30日，台盟重庆
市委和市台联联合举办了

“2018年重庆市台胞新春同乐
会”，在渝台胞、台商和有关部
门嘉宾150余人欢聚一堂，畅
叙乡情，同庆新春。

重庆市台商协会常务副
会长李元宝在会上向全市的
台胞乡亲致以新春问候与美
好祝福，感谢台盟重庆市委
和市台联在服务台商、维护
台商合法权益和促进渝台交

流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并
表示台商协会将继续整合涉
台资源，携手共促两岸和平
发展，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
谋福祉，共同推进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

在渝台胞纷纷表示，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渝
台民间交流交往，为促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和实现祖国统一
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台盟重庆市委主委李钺锋
出席。

2018年
重庆市台胞新春同乐会举行

本报讯 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承安同志，因病
于2018年1月31日逝世，享年80岁。

胡承安同志系重庆沙坪坝人，1957年 8月参加工作，
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承安同志逝世

重庆长寿供电公司员工在观测线路覆冰情况。
特约摄影 况敏

唯一带“春”的街道：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

春晖路街道位于大渡口区东部，成立于2002年1月，因其办
事处位于春晖路上而得名。春晖路街道原属城乡结合的开发区，
现为大渡口重要的经济商贸区之一，辖区内交通便利、经济繁荣，
它的发展见证了大渡口乃至整个重庆经济社会的飞速进步。

最有朝气的地名：青春村

重庆共有4个地方以“青春”命名，分别为涪陵石沱镇的青春
村、大足通桥街道的青春社区、武隆羊角镇的青春村、云阳盘龙街
道的青春村。“青春”本意为春天草木茂盛而呈青葱色，或形容珍
贵的美好年华，以其作为村社名，常常用来表达此地生机盎然，朝
气蓬勃。

最有意境的地名：春柳村

三圣镇春柳村地处北碚城区东北部，名字源于境内春日柳树
青翠的胜景。在文人墨客笔下，春天的柳色总是营造出各种意
境，大家熟悉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等佳
句均有着浓浓的诗情画意。

最喜庆的地名：新春村

重庆叫做“新春”的地方共有三处，分别为渝北悦来街道的新
春社区、武隆双河镇的新春村、秀山乌杨街道的新春村。在新春
佳节即将到来之际，这个地名尤显应景和喜庆。试想一下，这里
的人们天天生活在新春中，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最大气的地名：长春村

重庆叫做“长春村”的地方共有 4 处，分别为万州高粱镇
长春村、黔江金溪镇长春村、綦江隆盛镇长春村、梁平文化镇
长春村。说它大气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此名与我国重要的重
工业基地、吉林省省会“长春”同名；二是因为“长春”具有“万
年长青，亘古不变”之意，借此名以求一方水土永世繁盛，十
分大气。

铁路铁路>>>>>>

机场机场>>>>>>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 公交车公交车>>>>>>

1月31日，重庆
北火车站，一名随
家人出行的孩子在
候车广场上玩得很
开 心 。 2 月 1 日 是
2018 年 春 运 第 一
天，在车站、机场、码
头，一幕幕团聚和离
别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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