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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为期 40 天的春运悄
然落下了帷幕。今年春运期间，常
州交通运输部门安全发送旅客约
257.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左
右。同时，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常州站的数据显示，春运期
间 常 州 火 车 站 累 计 发 送 旅 客
148.37万人次，同比增长7.8%。

近年来人们对春运的关注度似
乎越来越淡了。10 多年前聊到春
运，人们总能想到裹着军大衣、端着
小板凳，连夜排队去买火车票、汽车
票的场景。可如今的春运，再也找
不到这样的画面了，随着出行方式
的多样化、各种运能提升，人们对春
运期间回家或返程这些事儿，越来
越不着急了。

以前提前 1 周或 10 天就
要买回家的票，现在许多人提
前一两天才买票

“近两年，旅客的这种不着急和
从容感，表现得越发明显了。”常州
机场经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
介绍，“以往春节前10天，一些热门
方向，如成都、重庆、西安等航班的
机票已经非常紧张了，大部分航班
的机票会提前 1 周就卖完。可如今
的形势就不是这样了。今年春节
前，很多热门航班的机票提前 1-2
天才全部售出，部分航班甚至到起
飞的当天才全部卖出。”

是因为出行的总量下降了吗？
显然不是。以常州机场的统计数据
为例，春运期间常州机场共运送旅
客 4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因
为出行方式多样化，运输能力也在
不断提升，人们总能找到一种方式
回家，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买不
到回家的票。”陈勇说道。

春运结束后，民航、铁路、公路
的盘点数据也验证了陈勇的分析。

【民航】春运期间，常州机场完
成航班运输起降3421架次，同比增
长了 29%。不仅航班越来越多，航
班时刻也越加丰富合理。

【铁路】春运开始前半个月，全
国铁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图，
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调图后，全国
高铁运输能力较调图前提升约9%，
占到春运总运力的70%左右。举一
个常州的例子，以往常州至黄山只
有K字头列车，坐车时间至少8个小
时；调图之后，常州至黄山的高铁每
天有4趟，而且常州站首次始发开往
黄山北的复兴号列车，从常州坐火
车到黄山缩减到了 4 个小时左右。

“你知道对我这个在常州工作多年
的黄山人来说，这是多开心的事儿
吗？”身边一位朋友说道。

同时，今年也是火车站南北一
体化改造工程竣工启用后的首个春
运，除了当初在改造期间停止办客
的普速列车全面恢复之外，春运期
间整个常州火车站（包括常州站、常
州北站、戚墅堰站）还增开旅客列车
136列，大大提升了铁路运能。

【私家车】路网的不断延伸与完
善，使得私家车出行也成为春运期
间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今年春节
期间遭遇雨雪等特殊天气，因此私
家车的出行总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基
本持平，但是和前几年相比，车流量
都是逐年增长的。”常州高速公路管

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以我市
西绕城高速的流量为例，今年春运
期间的车流量比 2016 年、2017 年
分别增长 36%、13%；春运期间常
溧高速的车流量分别比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增长 88%、32%、
7%。

【公路客运】随着其他出行方
式的分流，近年来公路客运的客流
平稳下滑已经成总体趋势，但它在
春运期间起到的“兜底”作用依旧
不容小觑。今年春运期间，道路班
线客流仍然以短途溧阳、金坛、宜
兴、泰州、扬州地区，以及中长途安
徽、河南、苏北等高铁、动车未通的
地区为主。公路客运，依旧是人们

“回得了家”“返得了城”的重要保
障之一。

便捷与个性化，让春运更
加“舒心”“随性”

移动网络的时代，衍生出了诸多
便捷和个性化的服务，这也使得人们
的回家或返程之路不再“难熬”。

不论是飞机票、火车票还是公
路大巴车票，都能在手机上提前购
买。常运集团的数据显示，平时乘
客在“巴士管家”等 APP 上购票的
比例已经占一半以上，春运期间通
过“巴士管家”购票的乘客比例要上
涨到60%以上。

除了不用排队买票之外，一些
定制化服务和一站式接驳服务也让
乘客的春运之旅越发舒心。“因为提
供上门接送服务，春运期间，我们的
常金拼车和常州机场定制班车服务
都很受欢迎。”常运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只要在家点点手机，输入上
车地址，就能等着车辆上门，将你和
大小行李一起送至老家或者机场。”

春节出去“撒欢”不只看
景，住一下酒店、吃一顿美食
都是好的

大年初一上午走完亲戚后，家
住横林的沈先生下午就带着老婆孩
子直飞广州了。自打女儿出生后，
他们春节出游的习惯已经保持了七
八年了。

“这还是有明显目的性的出行，
如今的春节出行，随机性表现得越
来越明显。”陈勇介绍，“只要能出去
撒欢，有没有风景、是不是旅游胜地
都无所谓，可能今天想到要出去玩，

明后天就买张机票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据悉，春节黄金周期间，常
州机场运送旅客 7.6 万人次，同比
增长 35%。“别说是成都、重庆、三
亚、广州、珠海、昆明这样的热门线
路了，连福州这样平时较冷的线路
都很走俏。”境外航班方面，芽庄、曼
谷、万象、仰光等航班的平均客座率
均超过90%。

陈勇甚至问过身边的朋友，春
节期间不论机票还是酒店，出行成
本都在上涨，“有些朋友去的地方甚
至没有著名的风景点。”而朋友的回
答是，只要能出去走走，住住酒店、
吃一顿当地的美食都是乐事。

别忘了，我们平安有序的
春运背后，是这些人的付出

或许对普通乘客来说，春运越
来越便捷、舒心了，甚至和平时出行
没什么差别了。但这种平安、便捷、
有序的背后，是诸多行业人员的默
默付出。

为保障今年春运，我市交通部
门科学组织调度运力，采取“公路运
输为主，铁路、民航协同配合，公交、
出租汽车强化衔接”的运输组织模
式，全市共投入道路客运运力 2615
辆 113555 座（含 机 动 运 力 20 辆
1010 座位）、公交运力 2970 辆、出
租汽车运力3680辆，基本满足运量
增长和高峰应急需求。

同时强化行业安全监管，交通
运管部门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2402
人次，检查车辆4492辆，查处、纠正
违章607起。加强对涉水风景旅游
区、危化品运输船舶、在建水工作业
和重点航段的监管。

此外，今年春运期间还遭遇大
雪天气，全市公路系统共出动养护、
路政、收费等应急处置人员2349人
次，扫雪除冰使用融雪材料417吨，
出动巡查车、装载机、平地机等机械
设备 743 台次，设置警示标志 130
块。春运期间，全市普通国省干线
路网运行正常，未发生重大路网拥
堵事件。

（蕴 轩 余 美 华 吕 翠 刘 猛
马静 图文报道）

为期40天的春运悄然落下了帷幕，出行方式多样化，各种运输能力提升，人们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城事·新市井，李益钧，头，挂栏爱.回家）“不着急”，是当下春运最鲜明的色彩

本报讯 2 月 25 日起，
我市全面实施取消企业银
行账户开户许可，一周内，
在我市农行已有 49 家企
业享受了开户“只跑一次”
福利，且开户到账户可使
用的时间也从原来的 3 天
缩短到了20分钟。

据了解，为了顺利做
好取消企业开户许可政策
落地，农行常州分行认真
贯彻落实相关改革措施，
在全市范围内对所有网点
进行业务培训，组织相关

人员了解实践业务操作流
程和操作要求。下阶段，
农行将抓住“最多跑一次”
的改革要求，全面提升服
务实体经济水平，支持当
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人员提醒，还未
开户的企业代表，也可通
过农行掌上银行企业版或
是网上银行进行预约和预
录入，了解清楚各项材料
后再选择网点办理业务。

（孙婕）

央行取消企业账户许可证，一周内

已有49家企业在农行
“跑一次”成功开户

春运期间，常州机场的旅客运送量比去年同比上涨了31%左右。

为期40天的春运悄然落下了帷幕，出行方式多样化，各种运输能力提升，人们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不着急”，是今年春运最鲜明的心情

3 日上午，潞城街道在爱琴海购物广场举行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启动大会暨“一潞有爱·悦动潞城”生态
文明骑行活动。此次启动大会标志着潞城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将迅速推动潞城街
道各项试点工作的落实落地。启动大会后，200 余名
常州市民、社区居民、爱心志愿者等开展了“一潞有
爱·悦动潞城”生态文明骑行活动。

王旭 史康 夏晨希 图文报道

3 日，2019 世界女子曲棍球超级联赛在江苏常州
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举行，中国队迎来主场第二轮对
手荷兰队。经过四节比赛的激烈角逐，中国队1∶2不敌
荷兰队，仍未取得联赛首胜。

夏晨希 图文报道

中国队惜败荷兰队

世界女曲超级联赛

骑行宣扬新时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