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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每年春节过

后#我市铁路客运就进入持续外出客

流高峰期# 火车票自然是一票难求$

这个时候想去广州又没有买到票的

市民注意了 #正月初四开始 #周口火

车站将每日加开一列周口至广州西

!"##$%

次临时客车$

据介绍 #

&!"##$%

次客车是在周

口至广州的
'"()#

次列车基础上增

开的周口至广州西临客# 从周口站始

发时间为
"*

时
!)

分# 中途停站有漯

河%驻马店%信阳站#到达广州西的时

间为第二天
"*

时
!+

分$ 运行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月
"!

日# 期间每日开

行一列#共运行
"-

天$

目前#加开的临客已经开始售票#

该趟临客有软座票和硬座票#软座票

票价
".!/+

元#硬座票票价
../+

元$详

情可关注铁路
",!)#

网站和车站公

告$ 线索提供!田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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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记者昨日从

市港航管理局获悉# 为保障水路春运

高效有序进行#在今年春运期间#我市

计划投入渡船
++

艘$

春运工作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 社会各方予以高度关注的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 作为水上交通主管

部门# 为保证全市水路运输行业春运

工作顺利开展#市港航管理局早谋划#

早准备#早部署#成立由主要领导同志

负责的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

构#对春运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经

费等予以重点保障& 建立完善春运期

间
,-

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安全监管%

应急保通等制度和措施# 确保组织领

导到位# 安排布置到位# 督导落实到

位&强化春运安全'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责任

体系#逐级抓好责任落实$ 同时#加强

与公安%气象部门的协调配合#全力做

好春运期间水路客运运输组织% 船舶

通行%安全监管%应急保障等工作$

此外# 为提高服务水平# 营造文

明%温馨%和谐的出行环境#各级港航

海事机构深入开展'情满旅途(活动#

积极深入一线# 帮助企业和群众解决

春运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继续加强水

路运输市场管理#规范运输经营行为#

切实维护运输市场秩序# 营造和谐运

输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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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为期
-)

天的

,)"%

年春运今日拉开大幕$ 为保障春

运期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市交通运

输局提前部署#超前谋划#全面备战春

运工作$

据介绍# 今年春运比去年提前
""

天#是近
+

年来最早的春运$ 从
"

月
"!

日开始至
,

月
,"

日结束# 节前
"+

天#

节后
,+

天# 共计
-)

天$ 据预测#

,)"%

年春运期间# 全市道路客运量将超过

"-))

万人次#同比增长
"/"1

$节前春运

的高峰期将出现在
"

月
,"

日至
,#

日#

节后返程客流将呈现分区域%分阶段%

分方向梯次集中的特点#

,

月
,

日至
#

日为公务探亲返程高潮#

,

月
",

日至
,

月
,(

日是学生返程高潮#

,

月
*

日至

春运结束以农民工客流为主$

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全市各级交通

运输部门结合春运旅客出行需要 #科

学调配道路客运运力# 提前做好客流

预测#科学预测旅客春运需求#合理制

订运输方案#统筹安排运输资源$ 加强

重点时段运输组织工作# 节前重点抓

好学生流%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的

运力组织#节后重点安排好返城流%返

校流%返岗流等时段的运力$ 针对铁路

旅客列车增开% 调整与临时列车开行

情况#加强与铁路运输的衔接工作#统

筹安排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运力 #畅

通旅客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针

对可能出现的雨雪% 雾霾等恶劣天气

和大批旅客滞留等突发事件# 细化完

善春运应急运输预案#对应急救援%运

力组织% 应急保障等措施进行统筹安

排$ 同时#加强应急预案的演练和落实

工作#确保一旦启动应急预案#能按照

规定的程序操作# 应急运力能在规定

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执行任务$

此外#为保障市民出行畅通#今年

我市计划投放客运车辆
-"((

多辆#其

中省% 市际线路班车
"#((

多辆$ 重点

保障汽车客运站% 火车站等旅客集散

地的运力#加大农村庙会%集会的运力

投入#增加车辆班次%延长运行时间 #

避免发生旅客大量滞留$

干净整洁的周口客运总站售票大厅! 记者 窦娜 摄

在周口火车站售票厅"市民正在通过互联网自助取票! 记者 窦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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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为切实维护春

运期间客运市场秩序# 确保广大乘客

安全有序乘车#即日起#我市交通运输

部门开展道路客运市场秩序整治行

动# 依法严厉打击超员超载% 非法营

运%甩客宰客等违法失信行为#规范运

输市场秩序#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这是

记者昨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的$

'春运期间的客运秩序和服务水

平一直都是老百姓最关心% 最关注的

问题# 如若旅客发现客运方面的违规

行为# 或者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

犯 # 可以拨打交通运输投诉电话

",!,.

#我们将及时严肃处理$ (市交通

运输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局成立

了
"

个巡视组%

#

个督导组# 分别由局

领导班子带队# 春运期间将分赴各县

市区检查春运工作开展情况# 指导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行动# 及时发

现问题#现场督导整改$

为避免旅客被'宰(%被'倒(#该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旅客# 要到正规的客

运企业%乘坐正规的客运车辆#不要为

了图便宜或者赶方便# 去包乘违规运

营的'黑车(#也不要为了赶路去坐超

员车# 更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上

车#这样不仅危害自己也危害他人$

同时# 该工作人员呼吁广大群众#

发现'黑车(积极举报#让'黑车(失去生

存的空间#共同来维护客运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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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

本报讯!记者 窦娜"记者昨日从漯

阜铁路公司获悉#经预测#今年春运期

间我市将发送旅客
,(

万人#日均完成

+(((

人#同比增长
,*1

$

据介绍 #

,("%

年春运节前客流相

互叠加# 春运伊始即逢大中专院校放

假和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学生流%务工

流相互叠加#客流高峰将呈现来得早%

时间长%峰值高的特点$

为确保实现 '平安春运% 有序春

运% 温馨春运( 的目标# 漯阜铁路公

司周密部署# 迅速行动# 全力备战迎

接春运$ 优化运力保障# 科学调配人

力# 从机关和后勤保障单位抽调人员

支援春运$ 集中开展设备大检查% 大

整修% 大保养活动# 确保各类客运设

备设施春运期间正常运行$ 围绕旅客

购票% 进站% 验证% 候车% 乘车% 下

车% 出站等各个环节# 全程优化客运

组织和旅客乘降# 高峰期全部开放车

站安检和验证通道# 方便旅客快捷进

出站$ 针对互联网订票取票暴增的特

点 # 按照售 % 取分离的原则 # 增加

售% 取票窗口# 同时引导旅客选择自

动取票机进行分流# 确保旅客不排长

队$ 严格落实服务标准#切实加强站车

环境卫生%厕所使用%开水供应 %空调

温度等各项基本服务# 严禁以春运人

多% 事多为由对旅客不理不睬或态度

恶劣#更不能推%搡%打%骂旅客#野蛮

待客$ 严格实行实名验证制度# 严把

'三品(检查关#坚决把危险品堵在站

外车下# 对车站广场和售票厅进行严

密管控#严厉打击坑害旅客%滋扰站车

秩序% 危及运输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确保旅客平安出行$ 认真落实设

备故障%客流暴涨%列车晚点 %冰雪灾

害等突发情况下的各类应急预案 #完

善线路运用%列车运行%人员安排 %交

通接续%互联网售票%挂失补%退改签

等方面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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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记者昨日从

市公安交警支队了解到# 为保障春运

期间全市道路安全畅通# 坚决预防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市公安交警支队

出台一系列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措施#

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春运期间安全出行

提供保障和服务$

春运期间# 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将

联合交通运输% 安监等部门# 对辖区

'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开展一次安全检

查$

对辖区春运客流途经道路进行隐

患排查# 重点检查高速公路各类标志

标线是否清晰齐全#团雾多发路段%事

故多发路段是否增设警示提示标志#

检查通行客运班车% 校车的农村公路

隐患是否整改# 急弯陡坡路段是否加

装安全防护设施等$根据检查情况#增

加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和警示提示标

志#确保道路隐患排查无死角$

对易导致交通事故% 危及人身安

全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零容忍(#依

法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超速行驶%酒后

驾驶%疲劳驾驶%无证驾驶%遮挡号牌%

准驾车型不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春运期间# 特别是出行集中的高

峰时段# 全市交警将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联勤联动# 细化完善疏堵保畅工作

预案#强化区域协作#重点加强对高速

路%主要干道的交通组织%疏导和巡逻

管控$ 在流量高峰时段或发生交通事

故%交通拥堵等突发情况时#采取有效

措施均衡路网交通流量% 及时疏导滞

留车辆# 防止因车辆过于集中发生长

时间%长距离的严重交通拥堵$

应对恶劣天气保畅通$ 加强与气

象部门的沟通联系# 及时掌握天气变

化# 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科学组织交

通# 严防交通拥堵$ 在疏堵保畅的同

时#狠抓事故预防#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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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昨日#记者从

周运集团了解到# 该公司推出多项便

民服务措施# 尽最大可能满足旅客出

行需要#保障春运安全有序$

为确保春运安全生产# 周运集团

及时召开了春运动员会议# 贯彻国家

及省市春运会议和文件精神# 并结合

总公司实际制定了春运工作具体安排

的文件# 对春运工作作了详细的安排

部署$

为保障行车安全# 周运集团还加

大了对投入春运车辆技术状态的管

控#继续实行
234,-

小时动态监控和

值班制度# 通过监控及时提醒驾驶员

注意行车安全$

据周运集团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方便旅客乘车购票#今年春运周

运集团除增设售票窗口之外# 还与畅

途网% 河南省公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

合作开展网络售票业务$ 旅客可通过

畅途网 !

555/6789:;</6=>

"河南省公

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

555/79*#+,(/

6=>

"进行网上购票$ 同时#该公司还

启用'汽车站旅客救困基金(#对老弱

病残和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旅客重点

照顾$各车站增设取暖设施#免费供应

茶水%晕车药等#让市民出行更舒适便

捷$

此外# 为更好服务群众和便于群

众监督# 公司设立了服务质量监督热

线和春运
,-

小时值班电话 )

(!*-0

.,".(,(

%

(!*-0.,".("*

$ 如有旅客需

要咨询和投诉可及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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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月红 窦娜"频现

的雾霾天气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

响$ 近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呼吸

道疾病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生建议#

勿晨练少开窗多喝水$

进入冬季之后# 市民小李一直咳

嗽%流鼻涕#起初以为是上呼吸道引起

的感冒#但吃过药后病情仍未减轻$经

过医生诊断# 小李的发病症状是鼻炎

引起的# 并不是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

感冒#因为空气质量不好#又没有进行

有效防护#因此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雾霾中的有害物质会对呼吸道

形成刺激和伤害# 因此雾天特别是连

续的雾天# 容易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等

病症# 特别是抵抗力较弱的儿童和身

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更容易遭受雾霾的

侵害$ (昨日#市诊所协会理事郭春峰

告诉记者# 冬季是呼吸类疾病的高发

期#加之近期频现的雾霾天气#导致呼

吸道疾病患者大大增加$ 人吸入或接

触过多有害物质#可诱发哮喘%过敏性

鼻炎%气管炎和一些过敏性疾病#还可

能造成慢阻肺$ 健康人甚至也会受到

影响#出现咳嗽%痰量增多等症状$

郭春峰建议# 雾霾天气尽量不要

外出#减少户外运动#尤其是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 此外# 还要注意多休

息#多喝开水#以清洗呼吸道的废物$

'如果必须出门# 一定要记得戴

口罩% 帽子% 围巾# 尽量减少身体的

暴露$( 郭春峰说# 回家后要及时洗

脸% 洗手% 漱口% 洗鼻子# 以减少人

体吸收有害物质$ 同时# 多吃清润食

物也有好处# 例如雪梨% 白萝卜% 莲

子% 百合等$

交警部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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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雾霾天气不

仅影响了市民的生活# 也妨碍了大多

数市民的出行$昨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获悉#受雾霾天气影响#

从月初开始# 我市周边
+

条高速公路

出现了多次关闭的情况# 也发生了多

起交通事故$

"

月
,

日#受大雾影响#宁洛高速

沈丘段
!.*

公里处发生多车追尾事

故&

"

月
,

日#在宁洛高速谭庄服务区

附近因发生团雾#发生
#

起交通事故#

"+

辆车不同程度受损&

"

月
!

日#大雾

弥漫#宁洛高速项城段沙河桥附近#从

大广高速豫冀界分流过来的车辆从大

广与宁洛高速交叉口转往宁洛东向车

道时追尾#

-

起事故#

.

辆车受损$

针对雾天如何安全行车# 交警部

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限速行驶#按规

定开启雾灯和防眩目近光灯% 示宽灯

和尾灯#在保证安全的原则下#驶离雾

区#但时速不得超过
,(

公里#也可找

就近的服务区暂避#等雾散后再行车&

在雾天视线不好的情况下# 要勤按喇

叭#可起到警告其他车辆的作用#当听

到其他车辆的喇叭声#应当鸣笛回应#

提示所在的行车位置& 雾天行车要尽

可能靠路中间行驶# 不要沿着路边行

车#以防刮%碰%撞护栏#避免与路边紧

急停靠的车辆相撞& 遇到浓雾突然降

临#来不及进入就近的服务区时#应尽

快把车停靠在高速公路紧急停靠带

上#同时开启雾灯%示宽灯和尾灯#并

在来车方向
"+(

米以外设置警告标

志$ 线索提供!周国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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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

"

月
.

日#市社

区服务志愿者联合会组织
!(

余名志愿

者到同和堂红色收藏馆参观学习# 感受

红色文化%践行'两学一做($

秋收起义时的毛泽东# 延安时期的

毛泽东和巍峨的宝塔山# 各个时期毛主

席像章拼成的中国地图# 每个角落都分

类陈列着毛主席塑像%像章%照片%书法%

文献% 刺绣**在
!((

多平方米的展厅

内#一座红色的'收藏宫殿(展现在志愿

者眼前#一件件红色文物#仿佛把人带进

了那段硝烟弥漫%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

'组织志愿者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是为了让志愿者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以后更好地为政府分忧#

为百姓解难$(市社区服务志愿者联合会

会长张全洪表示$

参观结束后#志愿者一致认为#这次

活动很有意义#学习革命传统#汲取正能

量#对提高个人的奉献意识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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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在省公安厅缉枪治

爆专项行动办公室的督导下# 周口市公

安局在泛区天鹰钢造有限公司举行了以

'铲除枪爆祸患%创建平安周口(为主题

的集中销毁枪支及管制器具活动# 将全

市公安机关在
,("#

年缉枪治爆专项行

动中收缴的各类非法枪支
-,!

支% 管制

刀具
.+,

把%造枪工具
"

套%铅弹模具
"

套% 枪支零部件
"!%

件和部分报废公务

用枪全部集中销毁$

对此次集中销毁活动# 周口市公安

局高度重视#下发通知#制订方案#并多

次对销毁场地%装卸地点%运输线路进行

踏勘#明确了待销毁枪支的检验%登记%

装卸%运输等相关规定#指导各单位认真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现场民警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分工协作#对销毁物品进行详

细登记%核对%照相摄像固定#销毁工作

有条不紊#现场秩序井然$

#李书洲$

"

月
",

日上午"一群小%书法家&在商水县新城街道办事处为过往市民免费写春

联' 当日"商水县一书法学习班的小学员们上街免费为市民写春联"受到市民欢迎!

短短一上午时间"小(书法家&们就为市民书写了
"((

多副春联' 刘飞 魏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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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月红"雾霾天气

给市民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的同时
?

也

刺激了防雾霾产品的热销$

"

月
*

日

下午#记者到市区各大卖场看到#空气

净化器%防雾霾口罩%防雾霾羽绒服等

销量猛增$

在一家电商场# 各种空气净化器

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几位市民正在进

行挑选$'进入冬季后净化器的销量就

一直不错
@

雾霾这几天销量翻了一倍
@

说明人们对健康很重视$(家电商场的

销售人员表示
@

来询问价格的市民更

多了$销售人员表示#以前走高端路线

的空气净化器# 如今也走进寻常百姓

家$在卖防雾霾口罩的柜台#前来购买

的人亦很多#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市

民一次购买六七个$ 在育新街一家羽

绒服专卖店# 记者看到一款全封闭式

羽绒服#穿上之后绝对保护到位#拉风

到位#窦女士给她孩子买了一件#她表

示#雾霾天气孩子穿上这件羽绒服#可

以全方位保护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