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运力�条条大路通我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今
年春运总量矛盾有所缓解，预计全国旅客发
送量将达29.8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

从铁路看， 今年春运最大的亮点来自
一直被称为“锅底”的川渝地区。成都铁路
局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西成高铁、兰渝铁
路和渝贵高铁首次服务春运， 出入川通道
大增，“蜀道不再难”。

“全国春运看铁路”，但从旅客运量看，
公路约占80%是绝对的“大头”，尤其是中
短途走公路回家更方便自由。

“自驾行需要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改革
开放初期， 我国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
只有9.1公里。现在这一数字扩大了5倍多，
达到每百平方公里48.92公里。” 交通运输
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说。

现在，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6万公
里，覆盖全国97%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及地
级行政中心，不断织密的路网为大众铺就了
回家之路。

走出车站和机场，“最后一公里” 的打
通也让冬日归途少了些艰辛。在北京，北京
公交集团在春运出行高峰时段开通社区高
铁专线，方便乘客往返北京南站；在沈阳，
沈阳南站与公交公司联动， 春运期间公交
车保证6分钟的运输频次；在广西，铁路部
门探索出“高铁无轨站”模式，使没有高铁
线路经过的山区县融入高铁路网。

“通过构建集票务、旅游、调度、安全管
理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系统，11个高铁无
轨实现联网运营， 旅客可以实现跨区域便
利化出行。如甲地到乙地，旅客可以一站式
购买甲地到A高铁站再到乙地的公铁联程
车票，甚至还可以预订旅游住宿，实现全程
无缝换乘。”广西高铁无轨站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毕海斌说。

“开通无轨站后，我们和铁路的关系从之
前的竞争变成了合作共赢， 从玉林市区到设
有无轨站的县，客运量增长了约15%。”广西
运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朝平说。

新科技�出行畅游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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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赵文君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再度开
启 。 40天时间 ， 全国将有近30亿
人次出行 。 在归家途中 ， 我们除
了关注高铁 、 飞机 、 大巴这些春
运交通的 “主干 ” 外 ， 不能忽略
了 离 家 “最 后 一 公 里 ” 的 春 运
“末梢”。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每百平方
公里的公路密度只有9.1公里 。 经
过40年的发展， 这一数字扩大了5
倍多 ， 达到每百平方公里48.92公
里。 现在， 我国已经建成了13.6万
公里高速公路 、 2.5万公里高铁 、
上千条空中航线 ， 让我们回家之
路越来越便捷。

然而， 这些 “主干” 并不能完
全代替运输服务的 “末梢”。 近乡
情更怯， 近乡路更难。 下了飞机、
高铁， 我们或许要穿越乡村土路，
或许要摆渡过河 ， 或许要走崎岖
山路……这最后的一段路途可能
并不少于乘坐飞机 、 高铁耗费的
时间 ， 安全性 、 舒适性也不能相
比。 特别是今年春运期间， 一些地
区可能会遇到低温雨雪甚至暴雪
天气， 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春运向 “末梢” 发力， 需要相
关部门做好主干交通网与乡村支
线道路的接驳 ， 组织一定的人力
和交通工具， 做好衔接工作， 做到
人员随到随走， 不积压、 不滞留。

在春运 “末梢”， 可能会用到
各种交通工具如面包车、 摩托车、
拖拉机 、 小渡船……要千方百计
保障乡亲们 “最后一公里 ” 的交
通安全 ， 要做好司乘人员的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 ， 严查超载运输和
其他安全隐患 ， 同时 ， 还要尽可
能设立一些临时服务站点 ， 方便
候车和避风御寒 。 另一方面 ， 要
做好雨雪等极端天气的预案 ， 维
护好行车秩序 ， 确保远途旅行者
安全到家。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春运还须
向“末梢”发力

新华时评

“新”启程

点击2018春运 关键词
� � � � 2018年春运2月1日揭开序
幕。40天里， 近30亿人次出行，人
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
又将上演。

这份记忆也将拥抱新鲜 ，从
“路途漫漫”到“说走就走”，从“通
宵长队”到“扫码刷脸”，每一个改
变的细节都在叙说着几十年间的
进步，讲述着春运的变迁。

� � �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高科技的发展，春
运出行正变得更“智慧”。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的后台看
到，系统经过计算，仅需0.4秒就为乘客选出最
优的机票方案。

在广州南站，记者打开“智慧广州南站”微
信公众号，打开蓝牙后，点击底栏的“南站导
航”进入室内定位导航系统，便可以看到自己
身处的楼层位置。点击搜索栏还可以查找售票
点、检票口、洗手间等站内任何地点。不仅如

此， 这一系统还能实现按车位号寻车位的功
能。停车时记下地面标识的车位编号，返回寻
车时在系统中输入车位号，就可以查询爱车位
置，生成导航路线。

春运期间， 南昌铁路局集团在南昌站、南
昌西站增设10台自动实名制验证检票机，旅客
可实现5秒内自助“刷脸”完成票证人核验的快
速出行。

说起铁路的发展变化，西安站售票厅工作
人员田国庆也深有感触。“几十年前，最早我们

发售卡片票、剪票本、盖座号，还得用糨糊把票
粘好才能给旅客，那时候一天才能卖百十余张
票，车站总共也才4个窗口。现在电脑一敲，一
个窗口一天可以发售好几千张票，购票还可以
用微信支付，省时省事。”

不仅“老铁”有新意，“小飞”今年也“不示
弱”。今年春运，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各大
航空公司的航班上，“飞行达人”们将不再感叹
无所事事，手机、IPAD等电子便携设备将伴随
旅途“一路畅行”。

� � � �回家过年，是千年来中国人春节不变的幸
福守候。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观念的转变，旅游
过年正日益成为潮流。

2017年春节， 全国共接待游客3.44亿人
次，公民出境旅游总量约615万人次。国家旅游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综合近几年的春节假日七
天旅游市场的情况看，假日旅游消费需求增势
明显，出游人数、旅游收入不断走高。

今年春节，接父母到北京、上海、深圳、广

州等城市“团聚＋旅游”的“反向春运”渐成潮
流。携程相关负责人介绍，反向过年不仅可以
有效缓解集中返乡的压力，利用春运期间交通
的闲置资源， 还能带热相关城市的酒店及景
区。春节期间主要景点门票的预订量呈现出同
比增长的态势。

2018年春节还将成出国过年“史上最热”
春节。据携程旅游预测，春节期间出境游人数
在650万左右，出行涉及100多个出发城市，到

达全球60多个国家、280多个目的地，最远抵达
南极。

为满足广大旅客春运期间的出行需求，航
空公司不断增加海内外热点城市的航班。

国航安排增加2682班次。南航计划增加航
班近6000班次。海航计划新增2000余班次。东
航新开和增班航班超过5000班次，满足国人日
益增长的春节出境游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新理念�在哪儿过年哪儿就是家

2月1日，一辆列车抵达黑龙江省漠河站。当日，2018年春运正式启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