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首日学生“唱主角”
火车站开放两个候车室减压分流；预计13号将迎来农民工返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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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柳斌 李
大鹏) 1月8日，2012年春运拉开大
幕，为期40天的春运开始了。火车站、
汽车站、港口、机场客流平稳，秩序
井然，客流以学生为主，预计到13号
将迎来农民工为主的客流返乡潮。

8日上午，记者在烟台火车站西
候车室看到：车站工作人员在维持
购票、进站候车秩序。实名制验票虽
然增加了一定时间，但是并未对旅
客按时乘车造成影响。候车室内，拎
行李、提箱子候车的旅客多是学生
模样。

“今天上午5018次列车发送旅
客1200多名，为了缓解旅客进站候
车压力，车站启用东候车室，对集中
发送旅客时段进行分流。”车站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烟台火车站平时只开
放西候车室，只有客流较大时，才同
时开放两个候车室，方便乘客上车。
首日，烟台火车站发送旅客13500余
人，与前几日持平。

烟台汽车总站首日发送旅客
13000余人，客流方向省内以济南、
潍坊、淄博、临沂、东营为主，省外以
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合肥为主。
为缓解春运压力，烟台汽车总站将
在1月16日(腊月二十三)至1月21日
(腊月二十八)，临时将烟台至莱阳
及其支线、烟台至海阳及其西支线
调整至烟台汽车南站发车。1月22

日，以上线路全部恢复到总站发车。
港口方面，近几日客流量平稳，

首日客流量变化不大，烟台港客运
站和环海路客运站发送旅客近5000

人，客流以学生为主，旅客们秩序井
然的通过安检，检票上船。

机场发送旅客比往日增长不
少，长春、沈阳等东北方向票源非常
紧张，据介绍长春等方面春节前的

机票已经售空。机场方面也通过增
加服务人员，增加值机柜台、增加安
检通道等方式方便旅客登机。从1月
7日起，机场方面还增加了东北方向
的航班。

据了解，烟台各高校刚刚放假，

还有部分高校将在未来几天内放
假，今后几天，运输主力仍将以学生
为主。预计到13号左右，火车、汽车、
港口方面将迎来以农民工为主要客
流的返乡潮。腊月二十三之后，机场
也将出现以白领为主的客流高峰。

富士康两千名工人乘专列返乡
民工团体订票手续证件多，不少单位没有资格办理

本报 1月 8日讯 (记者 李大
鹏) 春运期间为方便民工返乡过
节，烟台火车站专门为民工开通
团体订票的绿色通道，截至目前，
烟台火车站已办理驻烟单位民工
团体票11251张，富士康的2000多
名工人还能坐上专列返乡。

8日上午，记者在烟台火车站
随机采访了多位农民工，他们无
一例外都是自己或托人买的票，
没有接到团体订票的通知。“老板
给 我 们 打 电 话 订 票 ，但 是 没 订
上。”四川成都的冷祯云说，他在
一家建筑公司做钢筋绑扎工作。

为确保春运期间民工能够顺
利买票踏上返乡之路，烟台火车
站实行受理民工往返车票的团体
预订工作，办理民工团体往返程
票。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烟台火
车站已办理驻烟单位民工团体票
1 1 2 5 1张。“主要是富士康烟台工

业园区的，他们每年都会给员工
集体订票，今年还开设了专列。”
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针对富士康烟台园区外来务
工人员春节返乡，到时会有2千多
名河南籍员工去往郑州方向，因
人数众多，且值春运高峰，为解决
民工返乡问题，烟台火车站向济
南铁路局申请在 1月 1 4日加开烟
台到郑州间的民工专列。

“办理民工团体订票的业务
审核非常严格，很多单位都不具
备资质，尤其是一些小的家政公
司、小作坊。”车站工作人员说真
正的民工客流还没到时候，一般
是小年前后，“前期走的还是规模
比较小的企业，大点的正规企业
往往是这个时候才放假。”

烟台市幸福中路某建筑公司
的朱经理 8日专门到火车站为自
己的员工送行，“知道有团体订票

这事，但是我的企业还不是那么
规范，有些证件不齐，我也是托人
给他们排队买的票。”

据了解，申请办理民工团体
票业务的单位应提出书面申请(加
盖单位公章 )，并提供营业执照、
地方劳动部门认可的用工证明、
经办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复印
件。发售的农民工往返票车票背
面加盖企业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铁路公安机关将加强对民工往返
票流向的监控，对集中办理的民
工往返票发现有倒票行为的，铁
路部门将取消其往返票集中办理
资格。

同时记者了解到，烟台火车
站将积极办理节后民工团体返程
票。民工返程票日期为2012年1月
25日至2月16日 (正月初三至正月
二十 )。车站集中办理时间为2011

年12月21日至2012年1月15日。

实名制验一张票

仅需6到8秒
本报 1月 8日讯

(记者 李大鹏) 8日
记者在烟台火车站
看 到 ，由 于 准 备 充
分，实名制验票流程
较为顺利，耗时最短
的旅客仅需 6秒钟，
但也有不少乘客因
未携带有效证件带
来不少麻烦。

为了减少旅客等
待的时间，车站增设了
进站通道，并播放广播
提醒旅客提前出示相
关证件。记者在现场看
到，实名制验票流程在
实际操作中并不费时，
最快的一位旅客用了6

秒钟就顺利通过了验
证，最长的也 不 过 8

秒。
有不少高校大学

生 在 验 票 环 节“ 卡
壳”。“这些学生在办
理火车票时，很多是
替同学代买，发放的
时候，没有按票面上
显示的信息给同学，
造成了这些大学生上
不了车。”工作人员提
醒说，团购车票时一
定要用本人身份证办
理车票，发放车票时
也一定要人、证、票三
者一致。

记者在公安制
证窗口看到，十几名
旅客在排队办理临时
证件。“今天400多人
办理了临时身份证，
跟昨天差不多。”一位
铁路公安公诉记者。
由于需要逐一查验证
件、车票，建议旅客最
好提前两到三小时到
站候车，以便给办理
临时身份证明预留充
分时间。

火车票难买，转道青岛飞回家

8日，是2012年全国春运第一天，记者
在火车站候车室随机采访了17名返乡的
农民工，他们都是通过火车站窗口或者代
售点买票，5位四川籍工人因未能买上车
票，今年“尝鲜”坐飞机回家。

冷祯云，四川成都人，在莱山一中附
近一家公司做钢筋绑扎工作。他们一行5

人提前很多天买回家的火车票，但可惜的
是没有买上，5人决定今年选择做火车到
青岛，然后再坐飞机回家。

“买不到火车票，所以买飞机票回
家。”冷祯云告诉记者，老板提前给他们
电话订票但是没订上，“我们也不会上
网，年轻人上了也没买到。”他们提前7

天托人到火车站窗口买的到青岛的火
车票。

“飞机票打完折1000元左右，这是第
一次坐。”冷祯云说他去年的收入还凑合。

站24小时到西安再转车

费明珍，四川人，在蓬莱一家造船厂
做分段工作。

8日上午9点多，记者在火车站看到费
明珍一行三人在候车室，等着坐下午3点
半发往西安的列车。“在蓬莱代售点买的
票，我们都不会上网，我让女儿在网上
订，她告诉我没有了。”费明珍他们买的
是到潍坊的短途票，上了车再补票，“等
了好一会才买到站票。”

“烟台到西安24个小时，补不上坐票
就站着，到了西安，再坐20个小时的火车，
最后再坐汽车回家。电话一般打不进去，
也没打过，在蓬莱4年了，前几年也都这
样，春运都是这样啊。”

邓胜兵，湖北恩施人，在莱山区做工
艺品包装盒，他的妻子3日在代售点买了
两张去郑州的站票。

“先是从烟台到郑州，转车到张家
界，从张家界再倒车。”邓胜兵的妻子说
车票不好买，“没坐，站一路，站票差点都
没了，18个小时吧。”记者看到他专门带了
油漆桶打算在车上坐着。

排队5个小时买上回家的票

在威海市一家造船厂打工6年的左防
振，家是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的，妻子是西
安人，今年他和妻子要到丈母娘家过年。

“就不回自己家了，过完年直接回威
海打工。”左防振告诉记者，2010年时厂子
里有班车，工人去哪都给送过去，火车票
也是提前订好，“今年没有，厂子效益不
行。”

今年，左防振提前5天去代售点买的
票，早晨7点多到了，12点买上了，“人也挺
多，有的人提前在网上买的。”记者看到他
和妻子还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女孩今年5

周岁，小的男孩3周岁。

8日下午1点多，记者来到烟台火车
站西候车时，在发往青岛K8254次列车
和发往西安的K1130次列车检票口处，
已经有大量旅客在排队等候，地上、座
位上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旅行
袋，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8日的客流仍
然以学生和农民工为主。

格春运故事

千转百折回家路

一年只为这一“回”
本报记者 李大鹏

汽车站旅客踏上回家路。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进站之前，几位农民工掏出身份证验票。记者 熊戈措 摄 旅客在候车室排队检票上车。 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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