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李益钧 版式 姜樱子 校对 丁立2019年4月3日 星期三
城事 鲜知道· 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4

本报讯 昨日，常州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通报清明小长
假期间出行攻略。

据悉，今年，常州境内六条高
速进出口流量日均超过 45.2 万
辆，大流量主要集中在沪蓉高速
薛家互通和常合高速横林枢纽。
清明小长假，市民最好提前规划
线路。而市内交通方面，主要是
景区点、商贸区将成为拥堵点，公
交出行最省心。

高速拥堵点
薛家互通和横林枢纽

据高速交警介绍，根据历年
清明小长假的交通情况来看，清
明出行受扫墓集中、踏青赏花等
因素的影响，预计4月5日7时至
9时这一时段，是高速去程的拥堵
高峰；4月7日全天均为返程拥堵
高峰，尤其是14时至16时拥堵程
度较高。去程、返程高峰的交通
压力均是平日的2倍左右。

其中，清明假期，常州前往
外省市的高速通道中，4 月 5 日，
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 G42 沪蓉
高速、S39 江宜高速、S38 常合高
速等。4 月 7 日返程易拥堵缓行
的高速则是 S38 常合高速、G25
长深高速、G42沪蓉高速等。

其中，高速路网中，最为拥堵
的两个点分别是薛家互通和横林
枢纽。高速交警提醒车友们提前
规划线路，遇到前方车流量较大
时，可以提前一个互通上下高
速。而车友们通过沪蓉横山桥互
通上高速，通过横林枢纽上常合
高速的话，也建议先从地面道路
绕道，避开横林枢纽后再上常合
高速。

据悉，小长假期间，全市 6 个
高速公路大队将启动战时勤务，
除了固定抓拍外，将启用移动测
速和无人机抓拍，严查占用应急
车道、随意变道等重点交通违法。

周边景区堵点
提前绕行才明智

不少市民前往周边景点旅
游，为避堵，也有些小窍门。

例如，鼋头渚景区附近的环

湖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不增
设临时应急停车场，前往鼋头渚
游玩的车友们要在附近停车场
停车。

前往苏州太湖景区，一般会
经过东山、西山互通，这两个互
通一旦发生拥堵，车辆可选择 S9
苏绍高速光福出口绕行。

而前往扬州瘦西湖景区，常规
出口是G4011扬溧高速瘦西湖互
通，避堵则可从 G40 沪陕高速扬
州东出口下绕行至瘦西湖东大门。

前往兴化油菜花景区常规出
口为 S29 盐靖高速安丰出口，避
堵线路可从S29盐靖高速兴化出
口下。

市区易堵点
多个景点和商业中心

在市区交通方面，文化宫、
南大街步行街、莱蒙都会、人民
公园、万达广场、火车站南北广
场等商圈周围易出现车多状况，
其中，最为拥堵的是红梅路、健
身路、永宁路等，拥堵缓行的路
段有长江北路、衡山路等。

市民如果要去红梅公园，建
议避开红梅路，走小东门路绕行；
市民如果要去南大街、莱蒙都会，
建议避开晋陵中路、延陵西路，走
吊桥路、广化街绕行。关河路、光
华路由于分别靠近火车站、烈士
陵园，届时都会出现拥堵，市民出
行尽量绕开这两条路。

踏青赏花游成为清明小长假
出游的亮点，因此在紫荆公园、青
枫公园、荆川公园，以及溧阳别桥、
溧阳 1 号旅游公路、金坛茅山、武
进太湖湾等路段，也可能出现车多
缓行的状况，请提前规划好线路。
尤其是中华恐龙园、天目湖旅游度
假区、南山竹海、江苏淹城野生动
物世界、东方盐湖城，在早晚时段
车流相对较为集中。

同时，扫墓客流高峰也将在
市区出现，客流最多的线路为 15
路，线路日均客流量将较往常增
加 2000 人次左右。常州公交将
加密相关线路班次，并安排应急
储备车辆，在墓区上下车站点增
派疏导人员，为市民祭扫出行提
供保障。

（焦静 徐丹 图文报道）

常州交警发布清明小长假出行攻略

绕开这些易堵点，出行或可省点心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我市
常运集团获悉，即将到来的清
明运输期间（4 月 4-7 日），该
集团预计运送旅客 10 万人
次，与去年同期持平，最高峰
将出现在 4 月 4 日，预计客流
将达4.3万人次。

据预测，今年的清明运输
主要以探亲访友流、学生流、
旅游观光流为主。常运集团
预计加班 500 班左右，加班热
点主要集中在南通、扬州、泰
州、盐城、淮安、连云港等地。
此外，金坛、溧阳、江阴、常熟、
张家港、宜兴、泰兴等短途线

路也将成为加班重点。常运
集团将做好站际车、校园始发
车的高峰应对措施。

小长假期间，常州汽车站
将增开售检票窗口，备足11个
售退票窗口，高峰期间还会根
据客流量及时进行调整；检票
窗口则由日常8个增至14个，
最大程度缓解检票客流压力。

据悉，常州机场已经实行
航班换季，执行夏航季航班计
划，目前常州机场班线也根据
各航班时刻变化进行了相应
调整：常州客运中心候机楼的
首班车时间调整为 4∶40；通

江路城市候机楼的首班发车
时间调整为 5∶00；武进汽车
站的机场班线首班时间调整
为 4∶40；武进城市候机楼首
班时间调整为 5∶00；汽车客
运东站的机场班线首班时间
调整为 7∶45；经开区城市候
机楼首班发车时间调整为 8∶
00；常州高铁北站的机场班线
首班时间调整为 8∶30；靖江
城市候机楼首班时间调整为
6∶00。这些机场班线的返程
时间也进行了对应的调整，更
为详细的信息可查看“巴士管
家”时刻表。 （常运宣 马静）

常运集团 预计客运旅客和去年同期持平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常州
机场获悉，清明节期间，该机
场预计运送旅客 3.4 万人次，
同比将增长 41.7%；航班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不少，小长假
期间预计完成航班运输起降
286架次，同比将增长41.5%。

3 月 31 日起，常州机场开
始执行夏航季航班计划，目前
由国内外 12 家航空公司执飞
境内外30余个城市，国内重要

中心城市基本实现全覆盖。
近年常州机场境外航线的客
运量增长极为明显，今年清明
小长假期间也不例外。机场
方面介绍，小长假期间将执行
境外航班28个架次，同比增长
100%；预计运送旅客（境外航
班）4900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2%。

对近期有出行计划的市
民，机场方面建议尽早购买机

票。截至目前，清明节期间的
部分航线票价仍有较低折扣，
福州-常州 120 元起，常州-
大 连 380 元 起 ，常 州 - 太 原
320 元起，常州-西安 310 元
起，常州-重庆 420 元起等等

（以上票价均不含税费）。据
悉，这些特价机票数量较少，
有出行需要的旅客要抓紧预
订。

（机场宣 马静）

常州机场 预计境外航班和旅客同比翻倍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常州
火车站获悉，为迎接即将到来
的清明小长假，常州火车站计
划新增旅客列车 42 列，以满
足旅客踏青出行的需求。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
路常州站在图定高峰线的基
础上，将新增旅客列车 42 列，
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合肥、

徐州、阜阳等方向。其中，常
州站新增普速列车 17 列、城
际列车 17 列，常州北站新增
高铁列车 7 列，戚墅堰站新增
城际列车 1 列。新增旅客列
车中，有 4 对常州至上海的始
发终到列车，为旅客清明踏青
出行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

目前，常州火车站已推出

旅客团体票协助办理服务，有
需求的旅客可在每日 8∶00—
17∶00 间，拨打团体票服务热
线 0519—85060162 进 行 办
理。具体的列车开行情况以
车站公告和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 中 心 12306 网 站 公 告 为
准。

（刘猛 马静）

常州火车站 新增旅客列车42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车次

K5830

K5572

K5566

K5828

K5826

G9285

G9289

D9564

K5562

K5801

K5829

K5561

K5827

D9565

K5825

K5571

D9569

运行区段

上海-徐州

上海-阜阳

上海-阜阳

上海-蚌埠

上海-蚌埠

常州-上海

常州-上海

上海-常州

上海-阜阳

常州-上海

徐州-上海

阜阳-上海

蚌埠-上海

常州-上海

蚌埠-上海

阜阳-上海

南京-上海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车次

G9292

G9272

G9280

G9276

G9284

G9286

G9290

G9275

G9279

G9257

G9283

G9291

G9271

G9341

G9349

G9285

G9289

运行区段

虹桥-安庆

虹桥-六安

上海-铜陵

虹桥-南京南

上海-南京

上海-常州

上海-常州

铜陵-虹桥

安庆-上海

芜湖-虹桥

南京-上海

芜湖-虹桥

六安-虹桥

合肥南-上海

合肥-上海

常州-上海

常州-上海

清明小长假新增旅客列车 常州站

常州北站

序号

1

2

3

4

5

6

7

车次

G9466

G9462

D9540

G9444

G9434

G9433

G9441

运行区段

虹桥-合肥南

虹桥-徐州东

上海-南京南

虹桥-蚌埠南

虹桥-合肥南

合肥南-虹桥

蚌埠南-上海

戚墅堰站

序号

1

车次

G9275

运行区段

铜陵-虹桥

清明节期间驾车出行热门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