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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与
往年一样，临近春节的这段时间南
昌市区交通压力特别大，不少地区
长时间通行缓慢，甚至在部分地区
已经没有早晚高峰之分，全天无平
峰时段。2月 12日当天，南昌大桥
与八一大桥的车辆通行量均达到
历史最高峰值。

“其实每年春节前一段时间都
会这样。”南昌交管局指挥中心负
责人介绍说，随着春节的临近，受

到节前集中采购、走亲访友、餐饮
聚会等影响，南昌市的交通压力明
显增大，城区以及过江交通流量较
平时总体上升了近6%，其中2月12
日八一大桥日均流量达到 99859
辆、南昌大桥达到86478辆、英雄大
桥 83215 辆、生米大桥 68994 辆，城
区的八一大道、洪城路、洪都大道、
司马庙立交、坛子口立交、洛阳路
隧道、阳明路、阳明东路、站前西
路、昌南大道以及八一大桥、南昌

大桥和洪城商圈周边道路每日晚
高峰时间达到饱和状态。“像洪城
路、洪都大道有几天都是全天性
饱和，没有早晚高峰之分，给道路
增添很大压力。”“以 2 月 17 日为
节点，之前是人员返城和人们外
出采购的高峰，过了这个高峰期，
预计之后的交通压力会一天天减
轻。”

为应对节前人车流高峰情况，
南昌交警启动应对措施，加强路面

执勤警力，增加了晚高峰时段的警
力安排，以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缓
解道路交通拥堵。同时，依托天网
和交警视频监控系统，交管局指挥
中心和各大队分控中心将重点加
强对过江交通、立交桥、隧道、重要
高业网点周边的视频巡查，一旦发
现有交通拥堵警情，立刻通知组织
警力疏导。“2 月 14 日情人节下午
交通压力特别大，尤其是青山路与
阳明路路口，从下午 15 时到 19 时

许，一直处于高峰状态。”东湖交警
大队民警朱跃军如是说。

南昌交警发布出行提示：预计
八一广场、红谷滩万达广场、秋水
广场、中山路、孺子路、福州路等商
业区域周边道路人流、车流量较
大，各商场停车位将严重不足。发
生无人员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符
合快处快赔程序的，驾驶员应尽拍
照固定现场证据，迅速撤出现场，
以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本报南昌讯（记者刘斐）随着
春节临近，南昌各大旅行社报团出
境游的人数不断攀升，其中以东南
亚线路尤其是泰国最为火爆,价格
涨幅在三成左右。相较之下，受自
驾游增多的影响，春节期间的国内
游显得有些平淡，报团的人次下
滑。

出入境人数大幅增长
早在年初，春节期间前往韩

国、泰国旅游包机的宣传便充斥市
场。“今年春节，南昌的旅游包机数
量很有保证。”南昌旅游业内人士
介绍，目前南昌直飞的主要线路主
要集中在泰国、韩国。这些地方签
证手续简便，费用划算。据外交部
领事司最新数据，普通护照目前可
免签前往韩国济州岛，泰国也属于
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
的国家。

江西赣中旅国际旅行社相关
负责人介绍，泰国是最火爆的春节
出境游目的地。“今年春节期间南
昌市的市场容量在5000人左右，比
去年增长约 40%。包机直飞便利
市民出境游，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市场需求。”

从我省边检部门的数据来看，
截至 2月 12日，今年共检查出入境
人员 28738人次，航班 213架次，同
比分别增长86%和55%。

出境游比国内游更红火
旅游市场方面，南昌国旅负责

人透露，“目前，春节出境游产品销
售飘红,1 月就有市民预定。人数
比起去年有两到三成的增幅。”价
格方面春节出境游的价格涨幅明
显，南昌到泰国直航双飞 6 日游从
节前的 3000 元普遍涨至 4000 元以
上。

相较于火爆的出境游市场，国
内游就显得不温不火。“国内游基本
上是两个方向：往南追寻夏天的脚
步，往北去品味极寒佳节,因而云
南、海南、黑龙江等地位居春节旅游
目的地前列，但总体上市场容量只
是略有扩大。”南昌康辉国际旅行社
副总经理兰浩说。

据了解，春节期间昆明、三亚
线路的报团费用直线上涨。兰浩
介绍，平时前往三亚六天游的价位
在2000元左右，但春节期间要贵上
2000元，几乎是翻倍。

“一方面国内线路人们青睐
‘说走就走’的旅行，自驾自由行
游客的比重在上升，出境游有直
飞航线，成本与涨幅不像国内游
那么大。”兰浩说，这正是春节出
境成为愈来愈多市民选择的原
因。

春节出外游玩，在开阔视野、
放松身心的同时，要注意别太“任
性”。业内人士提醒，出境游需要
办理签证手续，有出境旅游计划的
游客最好提前规划行程，以免耽误
旅行。同时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
自我防范，自觉做文明的旅游者，
树立良好的国民形象。

本报南昌讯（记者刘斐 实习
生魏鑫）年关已近，相信不少人还
在回家的旅途上，飞机、火车、汽
车，交通发达的今天让人们出行的
选择越来越多。年内油价连跌，全
国高速节假日免费依旧等利好因
素，让“租车回家”成为回乡人群的
另一热门选择。15日，记者从南昌
多家租车企业了解到，从 1月起预
定租车的订单就已开始增多，经济
适用车型最受青睐。趁着行业的
好光景，有些租车行大幅提高租车
费用，日租金上涨 50~150 元。由
于市场火爆，目前南昌市的租车市
场早已“一车难求”。

租车回家过年 方便省事
每一年春运，无论选择火车、

汽车还是飞机，出行人流规模庞大
带来诸多烦恼。“机票价格上涨，买
火车票要靠‘刷’，这就为春运期间
的汽车租赁市场开辟了空间。再
加上今年油价下降，高速公路小客
车免费通行政策仍将实施，过年租
车热就不足为奇了。”南昌国信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涂文伟告诉记者。

今年 1月，在宁夏银川经商多
年的邓先生就早早预定了一辆经
济型小车。在乘飞机到达南昌后，
邓先生就直接前往租车行取车，之

后开车回到老家吉安永新县城。
“开车回老家太远，在家里必须要
用车，所以逢长假都会租车，方便
省事。”邓先生说，租车自驾返乡已
成为习惯。

在南昌工作两年的“光本族”
小李也打算跟老乡共租一辆车回
高安。“在外打拼几年，积蓄还不够
买车。虽然回高安坐车也就一个
小时，但考到驾照两年都没车开，
手痒痒。”小李说，过年租辆车回
家，一来有面子，而且也能多练练
车，防止自己日后买了车“手忙脚
乱”。

小型车已租罄 租期
设有门槛

15日，记者登录各大租车网站
发现，尽管春节期间的日租金有较
大涨幅，但市场热度不减。南昌鑫
煌贸易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鑫煌租车近 10 日内的车已经
全部租完。目前，只有一些大型租
车公司尚有余车。

“早在 1 月初，就开始预定经
济型车，春节期间日租金不变，但
租期 10天起。”南昌国信租车行负
责人涂文伟透露，该公司总共 200
多辆汽车都已“名花有主”。

据了解，国信租车行日租金不

变，但租期设门槛的做法，在春节
期间租车行业非常普遍，但不少车
行连日租金也是大涨，足以见得市
场火爆。“涨幅普遍在三到四成，而
平时租期超三天就享有的折扣已
然绝迹。”南昌市迅达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廖闯透露，以经济型家用轿
车为例，平时租一辆只需 200 元/
天，春节期间起步价已上涨到 260
元/天以上。

租车过年得多个心眼
“作为租车企业我们有必要提

醒消费者，一是切莫违约，二是租车
期间遵守交通规则。”涂文伟介绍，
预定租车后若是取消订单，将扣除
租车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甚至更
高。此外，用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
则，避免因违章后不愿承担损失而
与租车企业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租车企业对消费者有期盼，而
消费者在找车行租车时也要留个
心眼。有业内人士提醒，为了保证
自己的合法权益，租赁汽车时，要
找正规的汽车租赁公司。消费者
租车时除了要带齐身份证、驾驶证
等证件外，还需与租车企业签订规
范的租车合同，如此才能让消费者
和租车企业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
保障。

本报南昌讯 （记者杨碧玉）2
月 15 日，记者从昌北国际机场获
悉，今年将迎来史上最忙碌、最实
惠的春运。春运期间，昌北国际机
场预计保障旅客 100 万人次，执行
航班起降9000架次，与去年春运同
期相比分别增长12%、17%。

航班量大机票更便宜
据昌北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春运航班量比往年要
大，每天出港的航班就有 90 多
班。

由于国内航空客运燃油附加
费自 2 月 5 日起已取消，今年出港
的机票相对便宜。加上昌北机场
客源单向性流动较为明显的特点
（节前为进港客流高峰，节后为出
港客流高峰），使得节前南昌出港
航班和往年一样票源充足，出现超
低折扣机票，不少航线甚至卖出百
元以下超低票价。2月 19日前，南
昌飞往上海机票价格最低仅 75 元
(1.1折)，飞北京机票价格最低75元
（0.6 折）；飞广州机票最低 48 元
（0.7折），飞深圳66元（0.8折）。

无陪护儿童旅客多
实惠的春运机票，让一些在外

务工的人，圆了一回乘飞机回家的
梦。不过，今年无陪护儿童和第一
次乘飞机的旅客比较多，令机场工
作人员压力陡增。昌北机场已发
动青年志愿者，利用休息时间，在
候机楼及其外围为此类旅客提供
咨询和导乘服务。

“今年我感觉无陪护儿童特别
多，多的时候每天达到了 20 多个，
而在平时一天最多3个。”昌北国际
机场地服公司客运部副经理宋龄芳
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服务室里全是
孩子，感觉变成了幼儿园。“他们年
龄在12岁以下，都是年底赶往另一
个城市和父母团圆的‘小候鸟’。”

此外，今年第一次乘机的旅客
也比较多，他们不知道乘机的流
程，不知道在哪里换登机牌。

“前几天我们还碰到了这样一
位旅客。他本该第二天坐飞机的，
但提前一天，他就来到机场。”宋龄
芳说，发现这名旅客后，机场工作
人员请他离场。但该旅客称返回
城里住宾馆比较贵，能不能让他在
机场住一个晚上。但按照安保条
例，每天晚上机场必须清场。最
后，机场工作人员掏钱帮该旅客联
系了司机，将他送到机场附近一个
较便宜的宾馆住下。

“大墙内”推广第八套广播体操
本报吉安讯（记者余红举）“稍息、立正、

向右看齐……广播体操练习现在开始。”每天
早晨，随着监区警察的口令，服刑人员迅速列
队完毕，伴着节奏韵律开始举手、抬脚、弯腰、
转身，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为进一步营造文明和谐的改造环境，增
强服刑人员体质，促进日常改造，从去年10月
开始，吉安监狱在服刑人员中推广第八套广
播体操，并举办广播体操比赛。“听到广播体
操的旋律，让我有种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
服刑人员张某说。目前，在吉安监狱服刑人
员中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每天
的工休时间，做广播体操也成为服刑人员改
造生活中的必备课。

南昌火车站周边交通管制
22日起禁止机动车停放通行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15日，记者从
南昌市公安交管局获悉，为自即日起至3月15
日止将对南昌火车站周边地区分两个阶段实
行临时交通管制。

记者了解到，即日起至 2月 21日，进出火
车站的各公交车保持原有运行线路不变。2
月 22 日至 3 月 15 日，2、22、5 路在南昌铁路局
门口处掉头通行；9、10、89、219、221路、高铁1
线、机场巴士1线在老福山桥下通行；18、27路
在火车站北面二七南路往返通行；232路由站
前路左转进入天佑路往返通行。

2月22日至3月15日，二七南路铁路五村
地道口以北、火车站北广场以南和南昌铁路
局以东区域封闭，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
驶入。禁止出租车进入站前路天佑路口以东
区域，在老福山立交一、二层设禁止出租车驶
入站前路天佑路口以东区域标志。接送旅客
的出租车西面可在老福山转盘通行；南面从
解放西路——二七南路驶入火车站地下停车
场，由原路驶出；北面由二七北路——二七南
路，在金辉家园小区门口“的士落车点”上下
客，由原路驶出。

2月22日至3月15日，火车站内外广场禁
止机动车辆停放、通行，在南昌铁路局西面站
前路南侧及中心隔离护栏一侧，设立车辆临
时停放点，用作社会车辆临时停放。南昌铁
路局以东地区禁止机动车停放、通行。

250名在沪务工者免费坐高铁
本报讯（记者刘斐）春节临近，每一个在

外务工人员都热切期盼着能买到一张回乡的
返车票。2月12日上午，随着上海开往南昌的
G4769次高铁的徐徐启动，在沪务工的250名
江西农民工免费乘坐高铁踏上温暖回乡之
旅，与家人团聚过新年。

农民工赵爱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表
示“以往一到春节就怕买不到火车票，今年却
能乘高铁回家，真谢谢对我们农民工群体的
关爱。”

据了解，此次向“在沪务工者免费送高铁
票”活动是由共青团江西省驻上海工作委员
会和社会爱心企业联合举办。在活动前期，
省驻沪团工委各基层团组织通过报纸、网络
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了宣传，并将原来的130
个名额增加到250个，由快鹿投资集团统一购
票，于2月12日安排四节车厢，专送回乡。

南昌“两桥”车辆通行量创新高
省城交通进入“饱和期”部分路段时时都是交通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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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出境游热过国内游
泰国成最热门目的地 价格涨幅超三成

火！

飞京沪穗机票跌破百元
孤单“小候鸟”频现身 忙坏机场服务人员

降！

省城租车市场“一车难求”
涨幅普遍三到四成 大都设有租期门槛
俏！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新的
一周，南昌雨水渐止，预计今起至除
夕，天气舞台多云唱主角，温暖如春。

上周末，一场雨水如约而至，但寒
意并未增加，气温反而上升了一些。
15 日，南昌最高气温升至 22℃左右。
除夕日，虽然气温逐渐下降，但南昌依
然较为暖和，最高气温 15℃，最低
10℃，天气舒适惬意。2 月 19 日是大
年初一，我们将迎来“雨水”。气象专
家说，和“谷雨”、“小雪”、“大雪”等节
气一样，“雨水”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
气。“雨水”过后，大家会明显感到春天
不远了。

16日，南昌阴转多云，气温13℃～
22℃；17 日多云，气温 10℃～20℃；18
日除夕多云天，气温10℃～15℃。

春节临近，赣江沿岸的景观亮化工程更加多彩多姿，新春快
乐、中国结等字样和图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图为红谷滩双
子楼上出现灯光“中国结”。 李 龙摄

多云唱主角
温暖过除夕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2月 12日下
午，中国侨联领导与工作人员深入南昌市西
湖区朝阳洲街道走访困难归侨侨眷，并为他
们送去了年货等慰问品，使侨眷充分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问候。

据悉，为确保辖区困难归侨侨眷过上一
个“安心年、开心年”，南昌市西湖区侨联积
极开展春节走访活动，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了
侨联“大家庭”的温暖。

慰问侨眷慰问侨眷

服务人员正在护送儿童登机服务人员正在护送儿童登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碧玉摄杨碧玉摄

中国结中国结 闪亮南昌夜空闪亮南昌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