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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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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里运河文化长廊”主题有轨电车正式上线，现
代有轨电车和千年古运河跨越时空距离的组合， 为乘客
营造出一段具有穿越感的梦幻旅程。 该列电车的主题为
“梦里运河”， 车厢内部设计采用实景图片和虚拟场景相
结合。 4节车厢的主题为
“城市客厅”、
“
千年运河”、
“
文脉
乡愁”、“世界遗产”，分别从现在、过去、人文、历史等4个
角度，截取了富有代表性的淮安运河场景。身处不同主题
的车厢内，乘客时而如同泛舟里运河上，时而如同脚踏青
石板或木栈桥，四周场景或古或今，如梦如幻，既宣传了
淮安的特色景点和文化， 也为市民出行营造了更加舒适
的乘车环境。
“主题车上线，是淮安现代有轨电车经营有限公司为
春节推出的活动之一。 为了保障春节期间有轨电车正常
有序运行，公司在行车组织、客流管控、车辆和设备设施
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春运期间，公司调控中心根据客流和天气状况
适时采用相应的运行图。春节期间，电车将按春节假日运
行图运营，2月15日—2月21日末班车延迟到晚上10:30；
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好备用车，及时掌握客流变化情况，适
时调整行车组织，增发列车，保证运力。春节前，公司制定
切实可行的客流管控方案， 在全线重点站台实施站台售
检票，方式灵活多变，根据客流变化随时调整。 针对春运
特别是春节期间，每日列车运用较多的实际情况，公司做
好夜间列车的检修保障工作， 确保每日有足够的列车运
营，并加强正线和车辆基地设备设施的维保巡查力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2月9日开始，在体育馆站、淮
海东路站、水渡口站、河下站、纪念馆站等9个重点站台，
均设立了2人1组的“共产党员便民服务岗”，公司的党员
们佩戴党徽，主动热情地做好引导、服务工作。 在重点站
台悬挂“保安全保畅通强服务，交通党员当先锋”宣传横
幅，动员交通系统广大青年志愿者走上电车，服务广大市
民。
加强管控，杜绝危险。春节期间很多市民出行选择有
轨电车，预计客流将超过往年，公司将加强乘务员对乘客
携带物品的检查力度， 运用安检仪等设备杜绝危险品上
车，发现危险品乘车将及时汇报救援队和安技部，随时关
注列车内动态。加强节日期间的正线巡视力度，做好危险
品查堵后的处理工作。加快救援队的救援速度，接到有携
带危险品乘车不听劝阻的将及时赶赴现场将相关人员劝
离车厢，并协助安技部进行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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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把握春运新形势，有针对
性地安排好春运各项工作，1月31日
上午，市公路处召开2018年一季度安
全暨春运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春运期
间公路安全保畅工作。 要求全系统各
单位要强化春运组织保障，科学制定
春运组织方案，准确研判春运期间主
要交通流量流向，着力做好疏堵保畅
工作。 同时，提高应急保障能力，做好
应急保通处置工作，加强公路路政养
护联合巡查，严格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
春运期间，全市公路系统加强公
路、 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巡查和养护，
全面梳理干线公路易堵和事故高发
路段和节点，深入开展公路安全大检
查，及时排除治理隐患；加强快速路、
云轨等施工路段的监管；加强公路标
志标线和沿线设施的维护；做好雪后
排水除冰应急工作； 做好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之间的衔
接，及时组织交通分流；加强路网运
行监测，及时发布路网信息，引导公
众科学安排出行路线。 同时加强春运
期间的收费管理、行政监管和执法安
全等工作，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重
安全。

便民之举

新春的脚步逐渐临近，铁路春运
客流已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记者日
前从淮安火车站获悉，该站采取多项
措施，确保春运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运行， 为广大旅客营造一个温馨的
“春之旅”。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期间，共有9
对列车途经淮安，预计发送旅客13.1万
人，日均发送4000人左右。 春运客流将
呈现节前相对平缓、节后客流激增的特
点。 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我市铁
路春运客流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短途客
流主要前往南通、盐城、徐州等方向，长
途客流节前向成都、重庆、兰州的方向
运能紧张，节后北京、广州、深圳、哈尔
滨方向运能紧张。
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由于
我市高校学生客流返乡已经结束，节
前客流主要为务工流和探亲流。 元宵
节前后，我市客流会出现学生流和务
工流重叠的情况，旅客量会出现短时
间激增。 节前客流集中在2月11日至
14日， 日均客发量在5000人左右；预
计节后客流集中在2月28日至3月4
日，日均客发量将达6000人。
由于高峰时期部分热门车次会
出现人流量较大的情况，淮安火车站
提醒，旅客在乘坐这些班次的列车时
最好提前半个小时取票候车。 如从南
通开往济南的k772次， 途经沭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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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的三次强降雪天气，路
面积雪结冰严重，给群众出行带来严
重安全隐患。 全市公路系统积极采取
措施，不断强化路政、养护巡查与除
雪力度， 重点加强了国道大中型桥
梁、公路重要节点、急弯陡坡路段、施
工路段和城市出入口道路的除雪除
冰和交通疏导工作，坚决打赢了公路
除雪除冰攻坚战。 截至1月29日上午9
点， 共出动路政养护人员6517人次，
机械车辆649台，撒布石料1602吨、工
业盐987.5吨、融雪材料920吨，有力地
保障了全市干线公路的安全畅通。 同
时加强与高速公路信息互换，及时发
布全市路网信息，达到了“道路通畅、
信息顺畅、行路舒畅”的
“
三畅”效果。
大雪刚过，春运而至。 为抢抓雪
后晴好天气，切实保证春运期间公路
交通运输安全畅通，市公路系统及时
处治路面坑塘等病害，加强对辖区内
重点道路桥梁的巡查频率，及时清理
道路积雪积水。 在做好雪后公路养护
管理的同时，分析形势、紧急部署，积
极应对接踵而至的春运所伴随的公
路交通压力，全力打好春运期间“两
保一强”的新一轮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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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到徐州中转；从济南开往南通的
k771次，很多人会选择坐这趟车去往
盐城、南通方向。 还有扬州开往成都
的K248次，南通开往太原的K564次，
均是客流量较大的车次，旅客最好提
前取票准时乘车，以免耽误了行程。
为确保群众“安全出行、方便出
行、温馨出行”，淮安火车站制定了风
雪雾等恶劣天气、发生停电、出现火
灾、设备故障、客流积压等各类应急
处置预案。 通过车站广播、电子显示
屏、张贴告示、拉挂横幅等多种形式，
广泛开展安全防范宣传，提高旅客防
范意识。 在做好各项便民服务举措的
基础上，组织党团员、工会等三支力
量针对学生流、民工流，以及老弱病
残孕等需要照顾的群体做好服务工
作。 加强安检人员教育培训，提高查
危技能，并加强日常考核管理，确保
责任到位。 坚持“宁堵勿漏”方针，严
格落实“全覆盖”式安检要求，特别对
液体物品及可疑人员、可疑物品进行
重点检查，坚决将危险品堵在站外车
外，确保旅客走得安全、走得方便。
此外，春运期间，火车站对旅客
携带的物品有严格的限制。 车站相关
负责人提醒，禁止携带的物品包括管制
刀具、易燃液体、压力容器等；普通打火
机限制携带2个、安全火柴2小盒，指甲
油、染发剂不得超过20毫升；不准携带
50度以上的白酒，50度以下的酒每人
一次不超过6瓶。

■记者 孔雪 通讯员 葛敏 谈平
随着春节的临近，外出返乡、走亲访友的市民逐渐增
多。为全力做好春节期间的公交运输工作，加强城市公共
客运运力保障，让广大市民安全、快捷、有序出行，淮安公
交公司提前谋划、多措并举，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据
介绍，春节期间，市公交公司所有线路都正常营运，每日
投放1580台公交车、1300多名驾驶员参与春运工作，满
足广大乘客出行需要。
春运来临前，该公司开展“安全隐患专项大检查”活
动，针对所有分公司场站、修理车间、调度站以及全部营
运车辆，做到安全隐患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并和每一
位驾驶员签订《驾驶员春运安全行车承诺书》。据了解，此
次安全检查内容包括办公区、场站、修理车间的用电安全
及防火工作，要求加强夜间停车场安全巡查；检查车辆的
灯光、制动、轮胎、转向系统及电瓶、燃气瓶、灭火器、安全
锤、逃生窗等重点部位及设施，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
无
“病车”上路运营。同时，该公司还严格要求全体驾驶员
在运营中做到文明驾驶，无违章行为，严禁超速行驶、野
蛮驾驶、闯交通信号灯、打手机、抽烟、闲谈、吃东西等违
章行为。 另外， 该公司要求驾驶员在日常行车中注意观
察，严禁乘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对有疑问的物品
停车认真检查，发现可疑物品及时上报并报警。
与此同时， 该公司还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春
运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工作方案，全面统筹指导公司
春运保障工作的开展。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春运期间的
天气不确定因素较多，雾霾团雾、冰冻雨雪、寒潮大风等
恶劣天气多发， 为防范春运期间出现各种极端天气或其
他特殊情况，市公交公司进一步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充分
利用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结合现场临时调度，及时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
据介绍，春运期间，该公司根据每天客流量变化，及
时调整班次，合理调配车辆；高峰时段将安排管理人员到
客流较大的集散站点，引导乘客有序乘车；公交特巡队员
在市内各公交站点、场站进行巡查，维护站台秩序，对汽
车南北站、汽车总站、火车站等客流密集场所进行危险品
检查，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 本版图片 /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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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临近，淮安机场迎来
了节前客流高峰，2月1日至2月10日
运送旅客43441人次。
进入春运以来，淮安机场各航线
的旅客购票持续攀升，学生流、旅游
流、返乡探亲流、商务流高度叠加，客
流量不断攀高。 从机票预售情况看，
节前高峰期集中在2月9日至2月15，
进港客流集中在北京、广州、深圳等
航线，机票基本在节前5-7天售罄。 出
港高峰期集中在初一、初二、初五、初
六四天， 机票销售均达到饱和状态，
个别航线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其中
初一、初二以旅游出行高峰，初五、初
六高峰以休假结束返程为主。 提醒广
大旅客尽早确定行程、提前预订反程
机票。
春节长假期间，淮安机场的旅游
团队出行明显增多， 主要集中在泰
国、台湾、厦门、昆明、哈尔滨等几条
国内外热点旅游城市，在今年的旅游
流成分中， 自由行的旅客明显增多，
出行主要集中在初一至初三，返程集
中在初四至初六期间， 其中昆明、厦
门、哈尔滨航线的个别班期航班全部
满舱。
为确保春节期间各项保障工作
安全平稳进行，淮安机场专门成立了
安全检查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春节前
安全大检查。 检查组实地查看了中心

为您护航

变电站、塔台、候机楼、货运站等区
域，现场听取了各保障部门备战春运
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 通过翻阅台
账、现场询问等方式，对各部门节前
安全教育、人员值班、设备保养、应急
措施、信息传递的部署落实情况进行
检查，并就节假日期间易发问题和薄
弱环节监管、重点部位消防安全管理
落实、服务装卸业务外包管控等工作
进行重点督查。 检查组提出：精心组
织安排， 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严
格服务标准， 着力提升服务品质；强
化应急值守， 积极应对处置突发情
况，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各项安全服务
保障工作。
在今年的春运期间，淮安机场推
出“我为您护航，幸福回家路”为主题
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身披红
色绶带，穿行于航站楼各个旅客密集
区，协助旅客自助值机、行李打包以
及晚到旅客引导等相关服务工作，为
老人、残疾旅客、孕妇、儿童等特殊群
体旅客提供免费轮椅、 行李搬运、爱
心陪伴等温馨服务， 如遇严寒天气，
志愿者们还会为旅客熬制姜茶送暖，
除此之外，在旅客高峰时段，淮安机
场将充分开放值机柜台、 安检通道，
努力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加大检
查力度， 确保航站楼内设备的完好
率、 环境的整洁性及温度适宜性，以
实际行动践行“真情服务”，打造“旅
客出行的服务管家， 航空物流
的服务专家”全新服务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