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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交通运输供给变了
运力不再成为主要瓶颈，出行服务更智能更便捷

40天的抵达与出发，2018年春运于3月12日落下
大幕。
13日，省春运办发布数据，今年春运全省客运量为
9840.04万人次，同比下降5.06%。这是湖南近5年来首
次春运客流跌破1亿人次。
来自铁路、公路、民航等
交通运输行业内的声音均在
—今年湖南
传递一个信息——
春运已发生变化， 交通运输业步入
消费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旅客出行方式的结
构性变化，正倒逼交通运
输行业管理部门， 不断优化运力
结构，提升服务品质。
铁路、民航应对客流激增，充分释放运能。
每年春节后，湖南往广东方向高铁车票基本
提前1个月就被抢空。今年，铁路部门根据旅客需
求，在元宵节前增开了多趟临客高铁和“夜间高
铁”，最大可能释放运能，满足出行需求。
东南亚是目前湖南主要出境游市场，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在航线布局上“精准施力”，加密
了胡志明、河内、芭提雅、岘港、沙巴、巴淡岛、
民丹岛等航班。为高效利用过去较为闲散的早
班时刻资源，将过夜飞机的数量由32架提升至
49架。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早班飞机可飞，旅客
的乘机选择更多，航班执行率得到较好提升。”
省机场管理集团市场部部长吴燕介绍。
高速公路自驾车流激增，则通过智能调度,
多方协调，疏路避堵。
在湖南路网运行监测和应急处置中心，3
块巨幅LED显示屏上，数据、路网闪烁不停，提
醒着实时路况。
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路网监测调度
科科长杨静解释，湖南高速路网综合管理平台
将高速路网分段监控，可实时了解全省高速各
路段的车流平均车速、通行时间等路面情况。

百姓出行需求变了
乘飞机出游需求增幅最快， 自驾车和高铁
取代长途客运
今年春运前，交通运输部发布，春运期间进出广东的
省际公路客运加班车和包车，不再需要申请《进出广东春
运证》。这标志着，运行11年的春运证制度就此取消。
“这表明，乘长途客运车进出广东的旅客已大幅减
少， 公路运输部门不需要为春运额外增加运力了。”从
事运输工作近30年的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调研员彭建
涛介绍。
公路客运，始终充当春运绝对主力。公路客运量在
湖南春运总客运量占比长期超过九成。
转变发生在2009年底武广高铁开通。 开通第二年
的春运，湖南公路客运量下降3%。此后，每年以5%的幅
度下降。
今年湖南春运， 公路客运量达7775.84万人次，同
比下降8.04%，是降幅最大的一次。尽管体量仍然庞大，
但公路客运量在春运总客流的占比降至约八成。
湖南并非孤例。今年，全国春运首次出现了道路运
输客流下降。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对此表示，“全
国84万辆营运客车能够满足运力需求”。
春运的变化见证了时代的发展。10年前，湖南的年轻
求职者在开春之际，纷纷乘车南下广东求职。当时，湖南传
统运输企业长沙湘高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春运期间投
入湘粤长途包车的运力几乎为平时的五六倍。
近年来，随着沿海产业向湖南等内陆省份转移，返
乡就业、家门口就业现象普遍，长途道路客运需求因此
极大减少。
如今，湖南传统道路客运企业，已取消了大部分长
途客运班线。 春运期间， 湖南公路客运量主要来自短
途、农村客运。另一方面，高铁、民航快速发展，极大分
解了沿线长途道路客流。
随着渝贵铁路、石长动车开通运营，今年春运，湖南铁
路客流持续攀升， 达1618.41万人次， 同比增长8.16%。其
中，高铁出行人数占比升至铁路总客流的7成。
在过去被视为高端出行方式的民航， 今年春运的
客流增幅最大，为318.6万人次，同比增长12.6%。
2月17日，大年初二。记者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见
到，候机大厅内座无虚席，旅客大多是一家老小集体出
行。当天，黄花机场的客流同比增长达20.77%，为春节
假期最高峰。
湖南人乘飞机出境游的潜力已势不可挡。 今年春
运，黄花机场出境旅客同比增长了24.2%，再次刷新历
史。其中，东南亚国家成为假期出游首选。与此同时，随
着高速公路网络日益完善以及私家车的普及， 加之春
节长假免收小车通行费，自驾车返乡、旅游车流激增。
今年春运， 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9683万
台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大部分曾依靠传统道路运
输返乡的长途客流，转为了高速公路自驾车流。今年春
运期间往返湘粤的车辆总数为432万台次，增长17%。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8年春节专项
旅游市场报告》，全国各省份今年春节自驾游出游人次
排名，湖南位列全国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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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车流较多， 指挥中心实时调度，交
警、 路政人员可及时向司乘人员发布路况信
息，引导车主错峰、绕行。”
今年春运，湖南高速公路发布道路诱导提
示10万余条，成功应对春节前后28波次车流高
峰，没有发生长时间车辆滞留拥堵现象。
“运力已不再成为春运主要瓶颈，如何从
‘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是交通运输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课题。”彭建涛说。
今年春运，一大波高科技、智能化服务设
施、手段不断涌现，旅客出行自助化程度越来
越高。
扫一扫，就走了——
—这是今年春运“智慧
出行”的最直接体现。
在长沙南、娄底南、怀化南、岳阳东等高铁
站和长沙火车站，在全省各市州主要汽车客运
站，旅客可拿身份证“刷脸”进站。
在长株潭周边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人工通
道，车主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宝，即可扫码缴纳
通行费。
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旅客无需打印纸质
登机牌，手持身份证、手机扫码即可通关安检。
“在长沙高铁站候车时，可以通过手机蓝
牙进行室内精准导航，这个服务挺人性化的。”
2月23日，乘坐G1352次列车前往上海的旅客王
欣然告诉记者，哪种出行方式最方便，就选择
哪种方式出行。

1月31日，京港澳高速星沙收费站，过往
司机使用手机支付交纳通行费。（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今年湖南春运
客运量下降5.06%
铁路、 民航客流增长，
公路、水路客流下降
湖南日报 3 月 13 日讯（记者 邓晶琎）2018
年春运于12日收官。今天，省春运办发布，40
天春运， 湖南累计完成客运量9840.04万人
次，同比下降5.06%。全省未发生重特大旅客
运输安全事故和大面积旅客滞留情况。
其中铁路客流1618.41万人次， 同比增长
8.16%； 公路客流7775.84万人次， 同比下降
8.04%； 水路客流127.73万人次， 同比下降
2.81% ； 民 航 客 流 318.6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2.6%。
春运40天， 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
为9683万台次，同比增长13.5%；跨省总流量
为1520万台次，占春运总流量的15.7%，同比
增长20%。其中，春节假期7天全省高速公路出
入口总流量为2345万台次，较去年增长约8%。

行业改革呼之欲出
公路客运转型势在必行，寻求旅游客运等新增长点
一年一度的春运收官，并不意味着交通部
门的压力减轻。铁路“一票难求”、道路拥堵等
仍是春运的痛点。
今年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
堂表示，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更加旺盛，对道路通畅的要求更高，对运输服
务安全、舒适、便捷、高效、经济等也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
对于湖南交通而言，道路运输行业改革是
当务之急。
来自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今年
春运， 全省道路客运企业的效益下降了近
20%。
—运管部门
“断崖式下滑”“举步维艰”——
如此描述当前运输企业经营状况。“一个春运
等于半年粮”的道路客运盛况早已不复存在。
省交通运输厅已将道路运输转型升级方
案提上日程。 长途客运运力将向旅游客运、农
村客运释放。
老牌运输企业湖南龙骧交通集团已经率
先走出了“自我革新”这一步。通过成立龙骧旅
游公司， 在黎托高速汽车站设置旅游集散中
心，并在长沙火车站以及龙骧旗下各大车站设
立旅游咨询服务点，将传统客运运力向旅游客
运转型。
今年春运，龙骧旅游公司接待旅客52万人
次，同比增长了10%。
“我们发挥运力优势，在微信平台推出‘私
人定制’旅游线路和包车服务，受到许多家庭
游客欢迎。今年春运，旅游公司收入同比增长
了22%。” 龙骧集团董事长助理刘灿霞告诉记
者， 旅游客运已成为集团新的经济增长点，正
成为未来发展重点。
在广大农村，高铁、民航难以覆盖，发展客
运班线是大势所趋。

按我省交通运输“十三五”规划，2020年底
将实现农村客运全覆盖，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100%通客班车， 县城20公里范围农村客运公
交化率达到30%以上。
然而，目前农村客运发展正面临不具备营
运资质的“黑车”挑战。
“家门口有跑长途车的人，我一般打电话
叫司机上门，4个人拼一台车，100元一人，可直
接去长沙，不用转车。”来自娄底涟源桥头河镇
的95后女孩吴媚告诉记者，其他出行方式虽然
更经济实惠， 自己却愿意选择乘坐这种“拼
车”，因为“上门接送、时间灵活”。
早在2012年，我省就已在长沙至益阳班线
投入300余台小车， 开展小型乘用车电话预约
运输服务试点。
试点营运以来，益阳至长沙的“黑车”已经
基本没了出路，各类因安全事故引发的纠纷投
诉也降至个位数。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条“网约车”班
线仍然属于试营运，正式牌照发放等后续进展
依然缓慢。
面对痛点， 湖南道路运输部门表示，
今年已研究制定道路运输转型升级征
求意见稿， 将积极培育拼车、
租车、网约车等出行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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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3月12日，
长沙火车站， 旅客在进站
途中。当天是2018年春运
的最后一天， 为期40天的
2018年春运落下帷幕。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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