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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尤 实 习
生 刘思明）1月21日是春运首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火车站了解到，当
天重庆火车站全站发送旅客14.1万人
次，增幅15.6%。春运40天，重庆火车
站预计发送旅客703万人次，同比增加
49.4万人次，增幅7.6%。

三个春运售票高峰，你要错过

21日上午10点，重庆日报记者在
重庆北站北广场看到，自动取票机前
乘客有序排队，等候取票的时间也并
不长。排队安检进入候车厅较为顺
畅。等车的乘客可在候车大厅座位上
休息。在重庆西站候车厅，铁路爱心
志愿者搭起展台，为乘客讲解反扒小
知识，同时赠送春联、福字、纸巾等小
礼物，吸引了众多乘客。

重庆火车站方面预计，春运期间，
全站预计发送旅客703万人次，其中节
前预计发送263.9 万人次，同比增加
30.5万人次，增幅13.1%，高峰日为2
月2日（腊月二十八），预计发送旅客
21万人次；节后预计发送439.1万人
次，同比增加19万人次，增幅4.5%，高
峰日为2月10日（正月初六），预计发
送旅客20万人次。

根据春运旅客出行规律，预计今
年春运售票高峰有三个阶段：2018年
12月 30日～2019年 1月5日左右为
第一个售票高峰，主要发售节前腊月
二十三至腊月二十九的车票；1月11
日～15日为第二个售票高峰，主要发

售节后正月初五至初九的车票；1月21
日～30日左右为第三个售票高峰，主
要发售元宵节后的长途车票及春节前
的管内短途车票。

这些车次如有改签、退
票，你还可能买到票

据了解，今年春运，铁路部门首
次推出候补购票服务试点。进行候
补购票服务试点的节前车次为，北
京、沪宁杭、广东地区始发，终到四
川、重庆地区的所有列车；节后车次
为，四川、重庆地区始发，终到北京、
沪宁杭、广东地区的所有列车。这些
车次车票售完后，如有对应的车次、
席别因退票、改签等业务产生可供发
售的车票时，将按照候补时间依次自
动为候补乘客分配车票，从而增加旅
客的购票机会。

重庆火车站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春运，车站客流主要呈现节前客流
较为集中、售取票及进出站方式更加
灵活多样、高铁成为旅客出行首选等
几个特点。

动车组有增开，出行更方便

据了解，今年西成高铁、渝贵铁
路、成昆铁路、渝怀铁路、襄渝铁路等
将是春运的重点热门线路。其中，成
渝高铁、渝贵铁路、西成高铁、渝万高
铁将是春节黄金周期间走亲访友、旅
游度假的热门线路。为方便旅客出
行，成都局集团公司继续发挥高速铁

路+普速路网的优势，最大化挖潜列车
资源、统筹运输能力。重庆市境内，节
前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318 对，同比
2018年实际开行增加51对，其中动车
组227.5对；节后计划开行317对，同
比2018年实际开行增加54对，其中动
车227.6对。重庆市旅客列车开行的
主要变化包括：新增温州、厦门方向长
途动车各1对；春运期间开往北京、上
海、广州、福建、厦门等方向动车达70
对（含途经），同比增加18对，其中广州
方向动车由24对增加至40对；开行重
庆西至佛山西夜间动车3.5对。在市

域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将继续加大公
交化动车组开行，保证每天11对动车
组在重庆北至重庆西往返运行。

重庆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方便乘客购买火车票，重庆市境内共
开设火车站售票窗口739个（含自动售
取票设备450个），并在秀山、武隆、彭
水、酉阳、开县、云阳等区县布设了93
个火车票代售点。此外，为了方便交
通不便的地区群众出行，成都局集团
公司还在重庆市部分不通铁路的县乡
开设了36个代售点，全方位方便旅客
购取车票。

1月21日，春运大幕正式拉开。与往年相比，如今的春运
“科技味”更浓了。

市交通局、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称，1月30日前后，高速公路
将迎来车流高峰，一系列大数据智能化管理手段将运用其中，确
保出行更畅通。此外，移动支付也广泛运用在旅客春运出行中。

AR实景监控
发现违法车辆自动报警

高速公路各主线收费站是春运出行的重要窗口。市交通
行政执法总队在高速公路9个主线收费站安装了AR（增强现
实技术）实景运行监控综合管理系统。

该系统运用最新的AR技术，不仅与各执法支队视频指挥
监控室相连，还接入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安装的各类监控系统，
实现对高速公路实景化展示和收费站立体化、层次化的监控。

该系统还接入了我市高速公路车道式卡口系统、测速系
统，一旦发现有违法车辆、非法营运等重点监控车辆，系统就
可实现自动发现、自动报警，以便执法人员及时查处。

视频检测系统
对异常事件可自动报警

为了对交通事故进行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部署了一批异常事件视频检测系统。

这些系统安装在全市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多发、常态拥堵
等重点路段，还与重庆高速公路所有的24个视频指挥监控室
相连，实现了重庆高速公路范围内各大队异常事件视频检测
系统的全覆盖。

据介绍，这些系统可以对交通事故、道路拥堵、违章停车、
行人上道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发事件自动报警，实现快速发现、
快速处置。

系统升级
夜间违法行车将被清晰抓拍

自驾高速公路，驾驶员打电话、不系安全带等被一一抓拍。
目前，高速路网内设置了100个固定测速点、240套卡口

设备。这些固定测速龙门架抓拍设备在运行时，由于亮度太
高，抓拍瞬间LED爆闪灯会刺激驾驶人员眼睛，造成瞬间视觉
障碍，影响行车安全。同时，在一些亮线较暗区域，抓拍的图
片不能清晰地显示驾驶员的违法行为。

春运期间，全路网的固定测速龙门架抓拍设备还要升级
更换。与传统的卡口设备相比，新设备采用多光谱融合技术，
使用红外发光，将亮度降低约50%，过往车辆在通过固定测速
点时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新设备抓拍照片清晰度提升100%，可有效实现对
夜间交通违法行为的有效查处。

大数据平台
5秒钟查处疲劳驾驶

疲劳驾驶，是安全驾车的重要隐形杀手。
春运期间，重庆高速公路将继续使用“中交兴路货车驾驶

时长查询”平台查处货车疲劳驾驶违法行为，5秒钟精准查处
高速路疲劳驾驶违法行为。

运用这个平台，执法人员只要在该系统输入车辆号牌，选取
时段，5秒钟内就可以显示出该车辆的运行轨迹，即车辆沿途停
驶次数和时间，以此作为界定司机疲劳驾驶违法行为的证据。

据介绍，2018年9月1日至12月31日，该平台共查处疲
劳驾驶案件1055件，涉及货车死亡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
下降近四成。

虚拟收费站
车辆过站平均省时3分钟

去年底，川渝地区正式取消已建成的10条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改设虚拟收费站。因此，春运期间，驾车通行两地高
速公路，可以一路畅行，不用停车缴费了。

虚拟收费站，类似龙门架，架上有摄像头，用于记录通行
高速公路车辆的行车路径，以便作为“分省计费、分省收费”的
依据。“取消川渝省界收费站以后，车辆过站无需降速排队缴
费，每辆车平均节约近3分钟。”重庆高速集团称。

扫码购票
8000多辆公交车实现移动支付

春运期间，市民出行更方便了，不用带现金，只需手机就
可扫码购票。

目前，轨道交通5号线、10号线可用支付宝、微信扫码购
票。到去年底，移动支付已全覆盖主城常规公交线路620条、
8000多辆公交车。支付方式包括畅通卡、现金、银联云闪付、支
付宝、微信，及银联卡闪付和手机闪付等。

此外，主城之外的23个区县也启动了“交运通”IC卡公交
线路扫码乘车，支付方式包括交运通APP、云闪付APP乘车二
维码和银联卡。到2019年1月底，“交运通”IC卡将覆盖区县
公交线路400条，安装车载终端4000台左右，实现相应区县公
交车移动支付全覆盖。

春运首日 重庆铁路全站发送旅客超14万人次
首次推出候补购票服务试点：部分车次如有改签、退票，旅客还可能买到票 这些“黑科技”很炫酷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回 家
路上
①1月21日上午，重庆

北站，穿着时尚的旅客从容
登上和谐号快车，踏上回家
过年的行程。

特约摄影 钟志兵

②1月21日，永川交巡
警正检查客车驾驶员证照。

通讯员 陈仕川 张双 摄

③1月21日，重庆客运
段动车一队、车站派出所工
作人员以及医务志愿者等
在重庆西站联合行动，为旅
客提供温馨服务。

通讯员 李攀 摄

④1月21日，沙坪坝火
车站，乘客正在“刷脸”进
站。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春运期间
全站预计发送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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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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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出行

本报讯 （记者 周尤 实
习生 刘思明）1月21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
悉，今年春运，交巡警总队将严查

“两客一危”车辆、面包车、私家车、
摩托车等重点车型“三超一疲劳”、
涉牌涉证、客车凌晨2时至5时违
规运行等违法行为，确保春运安
全。

据悉，目前交巡警总队已启
动快速研判反应机制，以“大数
据”动态分析和滚动研判为支
撑，突出春运前期、春节假期、春
运后期三个不同阶段的重点工

作，统筹督促、跟进指导、适时调
度。

市交巡警总队表示，今年春
运期间，主城区以5大商圈、热门
景点及重庆北站、西站、菜园坝
汽车站、四公里汽车站等为重
点，远郊区县以辖区高铁站、客
运站等为重点，强化巡逻防控、
指挥疏导；以商圈、饭店集中区
域和城乡结合部为重点，针对性
开展酒驾、超速、超员等违法查
处，为广大群众春运出行、欢度
节日营造安全、和谐、畅通的道
路交通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21
日，为期40天的2019年春运启动。
全市公路春运服务活动启动会透露，
春运期间我市公路客运预计运送旅
客3690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
在此期间，全市将投入客运、公交、出
租车等运力车辆9万多台，以及近
3000台应急运力，保障乘客出行。

春运期间，市交通部门将持续
做好重庆西站、北站客流接驳，公共
汽车以“列车未到站、公交不收班”
进行疏运，出租车将在春节及小长
假前后每天夜间增加出租车应急运
力，具体为2月2日至3日和2月8

日至10日，每日21∶00至24∶00，在
重庆西站、北站各布置500台“雷锋
的士”进行客流疏运，同时市交运集
团将在市内各主要长途汽车站推出
7-19座的定制车辆服务，乘客可通
过“愉客行”APP办理乘车。

另外，在主城菜园坝、龙头寺等长
途客运站，车站方将累计配备150台
自助售取票机，乘客可提前15天在网
上购买车票。主城所有客运站将全部
开通免费WIFI，并在夜间为候乘旅客
免费提供御寒毛毯，全市与铁路线路
相连的二级以上客运站也将24小时
开放候车室，提供免费开水等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月21日，
我市召开2019年春运铁路安保工作电
视电话会，对今年春运期间铁路运行安
全保卫工作进行了部署。

市护路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
运，我市将加强火车站及周边地区巡逻
防控，加大车站周边旅馆、网吧、出租
房、日租房等场所和广场、售票厅、取票
口等部位的管理；将加强火车站及周边
地区交通秩序维护，整治违法违章行
为，加强交通疏导，缓解交通压力；将强
化出租车运营管理，严厉打击“黑车”非
法运营行为。

同时，各铁路沿线区县将通过铁

路沿线视频监控系统开展视频巡查，
提升防控效率。将针对列车运行通过
时段，科学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巡守
区域，确保每一趟列车通过时沿线防
护力量到岗到位。

而针对站区，将以防拥堵防踩踏
为关键，在旅客集中的走行线路上补
充完善引导警示标识，重点部位安排
专人引导。将加强车站安检口、候车
室、进出站通道等重点部位管理，严格
执行“行李件件过机，旅客人人手
检”。另外，还将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全力打好春运铁
路安保这场硬仗。

铁路部门
在旅客集中线路完善交通引导标识

交巡警
严查“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

客运站
夜间为候乘旅客免费提供御寒毛毯

有序出行 安全出行

［春运大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