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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柳
斌)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8

日，2012年春运拉开大幕，东
北方向的火车票尤为紧张。
为了买到一张回家的票，不
少旅客乘船“借道”大连，通
过船舶与火车换乘的方式，
踏上回家路。

8日中午11时，在烟台港
北马路客运站售票大厅5号窗
口排队的人尤为多，他们不是
买烟台到大连的船票，而是购
买大连到东北多地的火车票。
在这个窗口，由大连转站东北
各地的旅客可以购买火车联
运票，通过网上订票购买大连
到东北方向的旅客，也可凭手
机“确认短信”和身份证原件
在这个窗口取票。

“没办法啊，火车站早就

买不到去佳木斯的票了。”在
5号窗口排队买票的王丽说，
她的老乡连起两个大早去火
车站都没有买到票，最后想
到了这个办法，先借道大连，
然后回佳木斯。

据了解，在烟台工作、上
学、打工的东北人很多，王丽
就是来烟的打工者之一，而
从烟台去往东北方向的火车
不多，东北方向也成了票源
最为紧张的线路之一。

王丽告诉记者，她往年都
是坐火车直接从烟台到佳木
斯，今年是第一次这样走。“大
连的火车多一些，而且车票预
售期是10天，车票或许能好买
一些。”王丽说，对于能不能买
到回家的车票她也不知道。

借道大连对于回东北方
向的旅客来说是一个比较合
适的选择，无论是从时间上
还是价格上。

以王丽为例，从烟台火车
站购买到佳木斯的硬座票价

为281元，需要37个小时左右。
“借道”大连，船票180元，约7个
小时，从大连到佳木斯179元，
需要20小时左右，总共需要359

元，不连等车时间需要27小时
左右。这样比直达火车多花近
80元，节省近10小时，这对王丽
来说还能够接受。

在烟台打工的王金亮也
是借道大连回哈尔滨，在烟台
工作近6年的时间里，他每年
都这样走。对于他来说，借道
大连不仅实惠而且节省时间。

他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从烟台到哈尔滨要乘坐到佳
木斯的火车，卧铺票价是430

元，需要30小时左右，“借道”大
连，船票180元，约7小时，船多
票好买，大连到哈尔滨卧铺260

元左右，需要17个小时，这样
票价相当，但是时间节省了。

据了解，在烟台港客运
站代售点买车票“借道”大连
的旅客，多为哈尔滨、佳木
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

难买直达票，只好走曲线
东北方向火车票不好买，乘客只好转道大连

大连站火车票预售期为10日
(含当日)，烟台港客运站代售点窗
口工作时间为07：00-12：00，12：30-
17：00，17：30-21：30。购票时必须凭
乘车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复印
件 ，电 话 订 票 可 拨 打 0 4 1 1 -
95105105，互联网购票可登录
www. 12306 .cn，两种购票方式预
售期比窗口提前2两天。

按照沈阳铁路局规定，大
连站所有代售窗口取消退票功
能，如有个人原因退票必须到
大连火车站窗口办理。遇到特
殊情况(大风、大雾或船机故障)

延误或停航的，可在开车三小
时前办理按章退票，收取5%退
票费，购票时的手续费是连网
费用，退票时不退。另外，有需
要办理改签手续的旅客必须到
大连站窗口办理。

格链接：

大连站火车票预售期为10天

8日起乘车实名

船期动态：

烟大航线客滚船达到19艘

8日早晨7点半，记者来到
烟台港西客运站，看到大型安
检仪正对登船大型车辆进行逐
一扫描，车辆入口处有几名安
检人员正在查验车辆是否夹带
危险品，在“渤海玉珠”车辆舱
内，两名海事执法人员对车辆
绑扎进行开航前最后检查。

烟台海事局客滚船执法大
队队长张洪武告诉记者，“现在
烟台至大连航线的客滚船共有
19艘，每天往返共38个航班，运
力十分充足。预计春运期间烟
大航线客流量将达到59万左
右，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增长
幅度为5%左右。客源成份仍以
学生、民工和探亲旅客为主。”

出行指南：

三个客流高峰错开

不会出现旅客暴增

据张洪武介绍，根据以往
经验，春运客流有3个高峰期。

一是除夕前的民工流、学
生流、探亲流交融在一起，呈现
了大高峰的特点，主要集中在

腊月二十六左右。二是正月初
五左右的探亲流，以上班族为
主。三是正月十五左右的民工
流、学生流。

据了解，三个高峰是错开
的，不会出现旅客暴增的现
象，现有的运力规模能够满足
客流量的需求。另外，白天的
车客流量明显比晚上少，主要
原因是现在营运的大型客滚
船乘坐起来平稳舒适，而选择
晚上出行可以睡觉、返程两不
误。

安全保障：

所有客滚船实现

全程跟踪监控

在乘坐“海巡0602”海事
巡逻船观摩春运首日海上巡
查执法后，记者又来到烟台海
事局客滚船多元监控中心，在
8块屏幕集成的电视墙上，通
过工业电视监控系统，可以看
到烟台港芝罘湾4个客滚码头
的车辆正有序穿梭，而通过远
程视频传输系统，记者看到正
在航行的“普陀岛”客滚船的
船员值班情况、关键部位的防
火情况以及周边海况。

工作人员现场介绍，“通过
多元监控中心，我们可以对渤
海湾所有客滚船进行全程跟踪
监控，实现了车辆安检、登船查
验、载客核查、航行监督等方面

的实时掌控，特别是解决了在
航期间船员是否按要求值班等
诸多难题，有了科技手段做支
撑，保障客滚运输安全才会心
中有底。”

本报 1月 8日讯 (通
讯员 袁圣凯 李娜
姜 波 记 者 鞠 平 ) 1

月 8日，是 2 0 1 2年春运第
一天，烟台市交警部门举
办了春运集中宣传日，交
警、驾驶员、交通志愿者
及学生代表上千人参加
了本次活动。在活动中，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旅
客的安全，对于七座以上
的客车，交警部门将逢车
必查。

据交警部门预计，烟
台市道路交通旅客运输
量预计将会达到 6 2 0万，
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
商务流叠加，加之2012年
春节较以往提前，冬季烟
台大风、降雪等恶劣天气
多发，春运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可以说压力大、任务
重。

春运期间，为保障乘
客的安全，烟台市交警部
门已启用36个检查站，对
七座以上的客运车辆逢
车必查。

另外，据了解，交警
部门将进一步突出源头
治理，及时整改一批交通
危险路段，排查消除一批
交通安全隐患；进一步突
出工作重点，严格落实校
车、客车、危化品运输车
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措
施，确保“人有问题不出
车、车有问题不上路”。

此外，进一步突出秩
序整治，综合运用各种执
法手段，严厉查处酒后、
超速、超员、超载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坚决遏制
群死群伤事故特别是一
次死亡 1 0 人以上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悉，烟台市交警部
门还将着重抓好春运道
路交通安全应急预案制
定、重大交通事故应急处
置、恶劣天气交通管理以
及城区交通组织渠化等
重点工作。综合运用高峰
禁左、单向交通等行之有
效的交通组织措施，切实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坚决
杜绝长时间、大面积的交
通堵塞。

据介绍，1月8日是全
国春运的第一天，将持续
到2月16日，历时40天。

7座以上客车

都得检检查查
预计今年烟台旅客

运输量将达到6 2 0万人次

探营渤海湾春运首日

每天38个航班往返烟大航线
本报通讯员 郝光亮 记者 张琪

1月8日，为期40天的春运大幕正式拉开，记者深
入渤海湾春运现场，实地感受春运首日实况，“安全
畅通便捷”就是渤海湾春运最真实的写照。

88日日上上午午88点点半半，，烟烟台台港港西西客客运运站站售售票票处处，，购购票票人人数数与与火火车车
站站形形成成鲜鲜明明对对比比。。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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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渤海水域由于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象海况，
一直被列入我国海上“四区一
线”重点水域之首，春运保障任
务十分艰巨。目前，烟台海事局
辖区有烟台至大连、烟台至旅
顺、蓬莱至旅顺3条省际客运航
线，还有蓬莱至长岛以及芝罘
区崆峒岛、龙口桑岛3条陆岛运
输航线。

针对春运旅客、货物流量
大的特点，海事部门专门制定
了春运期间海事监管工作方
案。之前，还开展了一次春运安
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活动，
对参加春运的客运船舶进行了
全面检查，确保参加春运的38艘
客运船舶(省际19艘、陆岛运输
19艘)全部“零缺陷”营运。春运
期间，烟台海事局将与各方密
切联动，确保旅客来得了，走得
好，走得安全，走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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