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从1月21日启动，3月1日
结束，共计40天。其中，春节放假
时间为2月4日(除夕)-2月 10日(正
月初六)，共7天。

2月4日(除夕夜)0:00至2019年
2月10日24:00，全国高速路免费通
行，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客车共计免
费7天。由于2018年底取消了川渝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从四川到重

庆的小车过省界不用再“刹一脚”可
以一路畅行，到终点再交卡缴费。

春运期间，私家车、铁路、民航
对道路客运持续分流的大趋势未
变，预计节前5天(1月31日—2月4
日)，以成都地区为重点将形成民
工流与探亲流叠加高峰；后春运
(2月8日—12日)将形成出省务工客
流高峰。

1月 18日，成都地铁运营
公司发布春运保障措施，春节
假期最后两日（2 月 9 日、10
日），成都地铁各线路收车时
间将延长35至60分钟不等。

11 个车站提供特色服务
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春运期间，地铁
各线路将在双休日采用大客
流运行图，通过增加上线列车
数压缩行车间隔，延长高峰和
平峰时间等措施，有效提升运
输能力。

春运期间，成都地铁将在
成都东客站、火车北站、火车
南站、成都西站、犀浦、茶店子
客运站、新南门、双流机场1航
站楼、双流广场等共计11个交
通枢纽站点设置“情满旅途服
务点”，为旅客提供热水、移动
充电、行李捆扎、平板车、简易

医疗箱等特色服务。

这些车站可能比较挤
成都地铁温馨提醒：预计

从1月21日（春运首日）开始持
续到2月1日（春节前周五），地
铁线网客流有一定幅度增
长。此外，春运期间，成都东
客站、火车北站、火车南站、犀
浦、茶店子客运站、昭觉寺南
路、新南门、双流广场、成都西
站、双流机场1航站楼、双流机
场2航站楼站等枢纽站点客流
将出现明显增长。请市民乘
客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合理规
划行程。

春运及年货节期间，重点
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采取增设
售票点位、增开安检机等客流
控制措施，请市民乘客在搭乘
地铁时配合地铁工作人员引
导，有序进站乘车。 （邓童童）

今年春运四川道路客运
预计发送9000万人次

1月20日，记者从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预计今年春
运全省道路客运量约为9000
万人次，1月31日起将出现节
前高峰。

据分析，今年春运，私家
车、铁路、民航对道路客运持
续分流的大趋势未变，客流总
量持续下降，道路客运量预计
约为 9000 万人次，同比下降
8%。虽然道路客运客流呈下
降趋势，但随着扫黑除恶效果
显现以及网约车的逐步规范，
降幅同比趋缓。

春运今日启动，开车回家咋个走？
这份出行指南告诉你，走新增高速绕行心中要有谱

高速拥堵趋势预测
春运拥堵高峰

2月10日14-19时

出城高峰

1月26日（小年前的周六）
10时-12时、14时-16时；成都
的高速出城拥堵峰值预计出
现在1月26日11时至17时

返程高峰

2 月 10 日（正月初六）14
时-19时出现拥堵高峰，尤其
是16时-17时

次高峰是 2 月 9 日（正月
初五）15时-19时

预计成都高速在2月9日
（正月初五）19时至23时为返
程高峰

预计春节后、元宵节前的
2月16日15时-18时、以及元
宵 节 后 一 天 2 月 20 日 15
时-18时，高速也会出现返程
拥堵小高峰。

拥堵小高峰

预计2月6日（正月初二）
11 时-12 时高速会有一个拥
堵小高峰

成都在 2 月 6 日（正月初
二）9 时-12 时会有一个拥堵
高峰

■天府早报记者 周琴.

2019 年春运今日开
启。今年春运期间，哪几
天出行可能最“打挤”?1
月 19日，四川省交通运
输厅下属四川路网中心
发布2019年春运期间路
网运行研判，给公众送上
出行指南。

2018年底，四川新增3条高速公路
通车。这几条高速公路怎么走最佳?

S32西绵高速。S32西绵高速
与S1成绵复线高速和S40绵阳南绕
城高速形成路网，预计可以分流
G42成南高速，S2成巴高速成都至
盐亭段和G93绵遂高速绵阳至三台
的部分车流，但也可能增大S1成绵
复线高速和S2成巴高速盐亭至巴
中段的交通压力。

G4218雅康高速泸康段。预计
该高速泸定到康定段可以分流G318
泸定至康定段的车流，缓解拥堵状

况。但由于连接道路通行能力的不
协调，预计春节期间，与G318连接
线及康定城区段道路可能会造成较
为严重的拥堵。

G85巴陕高速。G85巴陕高速
桃园川陕界到关坝段投入运行后，
预计可以分流G5广陕高速和G65
达陕高速的部分车流，但同
时可能给 S2 成巴高速
形成一定的通
行压力。

节前1月31日起出现高峰

全省路网流量比去年略有增
长，高峰期流量约为平时流量的两
倍，2月6日到2月9日达到假期流
量高峰。

高速公路交通量较平时大
幅增长，2 月 1 日增至节前最大。
从车型来看，预计 1 月 21 日，高速
公路客车占比 68%(其中中小客
占比约 66%)，2 月 4 日客车占比

上升至约 85%(其中中小客占比
约 84%)。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交通量较平
时有一定增长，但增幅不是很明
显。从车行来看，预计1月21日，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客车占比70%(其
中中小客占比约66%)，2月 6日客
车占比上升至约83%(其中中小客
占比约80%)。

高速公路节前2月1日车流量最大

从流量分布来看，春运期间，省
内各市州总体交通流量排名前十
为：成都市、绵阳市、南充市、达州
市、广元市、遂宁市、泸州市、德阳
市、资阳市、雅安市。

出入川的交通量，重庆市、贵州

省、陕西省等出入川交通量位居前列。
再看热门景区。预计全省4A

级以上景区流量较大，特别是前往
阆中古城、乐山大佛景区、邓小平
故里旅游区的旅客，最好提前查看
路况信息。

省内成都绵阳南充车流量居前三

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
情况，关注天气、路况信
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

春运期间，气温较
低，朋友们回家时请注意
保暖，此外，要随车携带
防滑链，以防遇到道路结
冰情况。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最好
在1个半小时到2小时到就近的
服务区休息一下，切勿疲劳驾驶。

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一定
要记住不要频繁变道，不要和其它
车辆并排行驶，也不要在超车道上
长时间行驶，更不能试图从紧急停
车道上去超车。

3条新增高速绕行看这里

春运出行温馨提示

春节假期最后两日成都地铁

延时收车35 至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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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4.13亿人次，数量将
再创新高。春运期间安排开行
的高铁动车组列车占全部开行
旅客列车的比例超过了七成。

2019 年春运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4.13亿人次，同比
增加3176万人次，增长8.3%，
日均 1033万人次。为了保证
春运安全平稳运行，铁路利用
新增线路和动车组资源，最大
限度增加运输能力。

9000万人次

2月10日
14-19时

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4.13亿人次

今年春运期间，预计民
航旅客运输量将达到7300万
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了
8.3%间。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董志毅介绍，为了保障旅客
的顺利出行，航空公司将多
安排加班。春运期间，预计
加班班次达到 3.5 万班以上，
国内航线加班 2.9 万余班，港

澳台航线加班1400余班，

国际航线加班3000余班。安
排部分热点城市通宵运行，
这也是今年一个新的特点。
上海浦东、广州、深圳、成都、
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
木齐、三亚等10个大型机场，
在整个春运40天的凌晨一点
到六点，安排一定数量的航
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旅客
出行高峰。

民航局 10大机场延长航班运行时间

公路
初六达最高峰

今年预计在2月10日，将
出现春运公路出行的最高
峰。今年春运期间，道路客运
将达到 24.6 亿人次。交通运
输部门将投入81万余辆营运
客车、2100多万个客位。春节
假日期间，从2月7日，大年初
三开始，出行交通流量开始增
多，2月10日，道路车流量预计
达到整个春运期间最高峰。

每日高峰中午和16-17时

春节假期，公路出行的每
日高峰集中在中午以及16时
到 17时这两个时间段。受到
集中返程的影响，2月10日到
11日的 16时到 17时将出现流
量和拥堵高峰。

自驾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