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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总第 8期 

（中山春运专刊【2019】第 8期） 
 

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2 月 1 日 

 

 

【工作动态】 

 

 

1 月 29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文龙带队到小榄镇调

研指导春运工作。杨文

龙来到广珠城际小榄

站，与车站站场工作人

员和小榄镇相关负责人

交谈，实地查看并详细

了解小榄站列车运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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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客流组织、安全保障及相关应急预案情况，对坚守在春运一

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杨文龙强调，小榄站是我市铁路重要站

点之一，客流量较大，铁路部门和小榄镇及市相关部门要加强协

调联动，务必把春运工作做细、做到位，全心全意服务乘客，特

别是加强安全保障力量和应急响应能力，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

通、保秩序。 

（小榄镇春运办） 

 

1 月 29 日，高瑞生副市长带队到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

东罟渡口检查我市水路春运工作，并到交通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开

展督导。市府办、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中山海事局、

交通集团等部门领导陪同

检查。 

高瑞生副市长在检查

中指出，各企业和渡口经

营人须切实落实好安全生

产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把控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关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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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客运企业和渡口经营人要切实提高企业从业人员、船舶船员和

渡口安全管理员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严禁客船、客渡船超载等

违法违规行为；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四客一危”重点船舶

的管控，将安全监管常态化，坚决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春

运安全。交通集团需强化施工管理，做到文明施工，科学合理制

定施工方案，加快施工进度。 

2019 年春运期间，中山市每天投入高速客船 7 艘(1956 客

位)、渡船 31艘，其中山往返香港的航线每日往返 24 个单航次,

春节期间(年三十至年初七），将视乎客源需求适时增加航班，单

日最多可运行 28个单航次；中山往返深圳的航线，每日往返 14

个单航次，节假日将根据客源需求适时增加航班。 

（市春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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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动态】 

 

 

2019年春运于 1月 21 日拉开帷幕，29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

局应邀参加中山广播电视台新锐 967“畅聊春运”节目，局春运

办主任、运安科科长

张双革参加了访谈节

目。 

在一个小时的直

播访谈节目中，张双

革科长首先介绍了今

年春运开始一周以来

的相关数据情况，并结合 2019 年春运特点对春运工作的安排和

部署、春运形势分析、春运准备情况及相关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

向听众们作了详细地讲解。随后运安科相关工作人员解答了听众

们较为关心的客运实名制、春运购票、儿童票、携带行李乘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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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介绍了我市客运站母婴室建设情况。 

（市交通运输局） 

 

为保证春运期间公交运营稳定、安全，1 月 25 日，市交通

运输局公交科郑少欢科长带队先后到市汽车总站公交枢纽、新能

源巴士有限公司古镇公交场站对公交运营情况进行检查。 

郑少欢一行主要针对汽

车总站公交枢纽、古镇公交

站场乘客候车设施及导乘标

志、场内公交运营秩序、公

交车厢内消火栓有效性、车

载智能终端设备完好性进行

检查。在检查现场，郑少欢要求各公交企业在春运期间做好与长

途客流接驳和疏散工作，以及危险品查验工作，保证乘客安全、

有序乘车。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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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动态】 

 

 

客运大巴不按站点停靠，未落实乘客购票实名制、未对旅客

随身行李进行安检，随意在路边停靠上下客等现象，不仅扰乱了

正常客运市场秩序，还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 

为有效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市

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全局执法力量，组成八支执法队

伍，在全市 24个镇区分片进行巡查，重点对人流量较大的路段、

高速出入口、违法行为高发点进行执勤，同时联合镇区对重点客

运站场车辆进行不定时检查，截至 1 月 28 日，春运前 8 天全市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计查处道路运政案件 461宗，涉及客车违规

经营案件 446宗，其中不按核定站点停靠（即路边上下客）案件

共有 379 宗，占了 85%。 

为进一步整治不按核定站点停靠（即路边上下客）等交通运

输乱象，在春运高峰期，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各镇区

执法人员联合组成 16 支执法队伍，分为 5个大组,每天分 6 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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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片区巡查和交警执勤点各 3个班次），16个小时，在所负责

的片区和交警高速执勤点，点面结合同时开展执法工作，并充分

利用非现场科技执法手段，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

为，提升交通执法战斗力。 

 

（市交通运输局） 

 

 

【基层动态】 

 

 

随着春运拉开序幕，返乡

客流渐入高峰期，三角交通运

输分局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

力以赴做好保春运、保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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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平安等各项工作，让旅客安全顺利返乡。 

春运第二天，三角交通分局在三角车站启动“平安回家路，

把福带回家”活动，提醒大家回家途中，文明乘车不乱丢垃圾、

系好安全带,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一定要坚决拒绝乘坐非法经

营的“黑车”，选择正规汽车客运站购票乘车。 

春运首个星期，三角交通分局联合联合公安、交警在高速路

口设立春运执勤点，对客运大巴进行“全覆盖”式检查。共检查

客运车辆共 150余辆，查处违章 12 宗。其中不按站点停靠 5 宗，

包车招揽散客 4宗，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从业人员无资格证 1宗，

超越经营许可 1宗，营转非大巴非法从事营运 1宗，转运旅客共

55 名。 

该行动有效打击了

不顾乘客安危、站外未

经安检揽客、包车拉散

客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为返乡旅客保驾护

航。下一步将继续落实

各项交通运输安全监管

措施，加大巡查力度，

严厉查处各类违规经营

客车，保障春运期间交通运输市场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三角交通运输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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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春运工作，镇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开

展安全生产督导工作。 

1 月 30 日，沙溪镇党委书记文

卫戈率队检查华都车站 2019 年春

运安全生产工作。在检查过程中，

文书记强调，车站要科学组织和合

理安排运力，避免发生旅客滞留现

象，严格实行旅客乘车实名制、司

机休息制，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执法部门要加大打击非法营运力

度，确保春运期间安全平稳有序。 

此前，镇委委员曾乃宗、吴志雄、肖亦宁分别带队部署春

运安全保卫和服务保障工作。 

镇交通运输分局、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检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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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交通运输分局） 

 

为全力做好 2019 年古镇春运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安

全、便利、满意出行。古镇交通运输分局早研究、早部署、

早行动，采取多种方式，从严从实从细落实春运各项工作，

为人民欢度春节提供坚强的交通运输保障。 

一、部署提前。1 月 7 日起，提前在外海桥原招呼站

路段设立春运期间古镇车站客运咨询点，为广大旅客宣传

相关政策、乘车信息及班车运行情况，并安排古镇车站免

费接送车将旅客接送到古镇车站内购票、乘车；提前召开

镇春运工作会议，做好客流预测与运力调查，制定春运工

作方案及春运期间部门联动执法方案，提前进入春运时

间。 

二、宣传充分。多次组织各部门深入客运站场开展“青

春情暖，古镇春运青年志愿服务”主题宣传活动；在各村、

市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地悬挂粘贴 100 多条春运横幅标语

和宣传海报；联系镇宣传办、电视台通过微信、报纸、电

视媒体等渠道宣传报道古镇镇交通整治和春运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在客车违章黑点路段制作了春运工作违法违章

警告宣传栏，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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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法到位。加强部门联动，古镇交通分局与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等部门组成春运联合执法组，实行 24 小

时值班巡查制，执法人员放弃节假日休息，1 月 19 日起，

每天坚持凌晨 4 点半至晚上 10 点执法巡查计划，在海洲

加油站、国际物流园、新兴大道、外海桥等黑点路段开展

全天候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客运违法违章行为，确保春运

道路安全畅通。截至到 1 月 28 日晚，交通运输分局发挥

尖刀作用，重拳治违，累计查处客运违法案件共 45 宗，

其中班车违法行为 39 宗、包车违法行为 5 宗、大客车非

法营运 1 宗，及时消除了一大批重大交通安全隐患。 

（古镇交通运输分局） 

 

 

 

 

1 月 21 日,2019 年春运

拉开帷幕,再遥远的路途,也

抵挡不住回家的脚步 ,再寒

冷的冬日 ,也减少不了他们

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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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18 年的坚守岗位,未曾回家过过一个春节。如今 20

年，他依然在坚守。 

 

 

在路上,有一群默默无闻坚守岗位的交通人他们那忙碌的

身影只为保驾护航和排忧解难。 

 

没有惊天壮举，没有轰烈事迹,有着对岗位的忠诚和对群

众的热爱,他们无怨无悔、风雨兼程。 
 

（三乡交通运输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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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凌晨，阜沙交通运输分局联合镇交警大队开展春

运巡查，在检查过程中查处一台贵 F4466F营转非大巴车。经查，

该车 41名乘客在中山开发、小榄、南头、阜沙上车，分别往贵

阳、毕节、大方等地，车费 400元。分局执法人员对司机、乘客

分别制作询问笔录，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暂扣该车作进

一步处理。对于车上 41名乘客，执法人员协调车主退回车费，

安排乘客次日到正规车站乘坐班车返乡。1 月 21日春运开展以

来，镇交通分局共检查车辆 130台次，查处路边五人客运车拉散

客、营转非大巴车案件 3 宗。 

（阜沙交通运输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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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数据】 

2019 年春运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日报表 

填报单位 中山海事局 日期 2019.1.29 

工作项目  单位 当天 累计 

旅客运输情况 

琼州海峡客运量 人 0 0 

港澳航行客运量 人 4410 36360 

其它客船客运量 人 763 6387 

乡镇渡船客运量 人 18978 178590 

船舶进出港报告

情况 

客船 艘 13 151 

液化气船 艘 0 0 

油船 艘 3 43 

化学品船 艘 2 33 

其它船舶 艘 191 2841 

监管力量投入情

况 

参加执法人员 人 8 1880 

出动执法船艇 艘 2 48 

出动执法车辆 台 4 65 

巡航时间 小时 11 200 

巡航历程 公里 105 1922.34 

信息发布情况 

发布预警信息 条 10 521 

发宣传品 张 19 1323 

外网、媒体报道 条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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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春运办，省交通运输厅春运办，市政府高瑞生副市长，市府办谢军 

杰副主任，市府办，市春运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公安局， 

发展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民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 

健康局，应急管理局，交警支队，文化广电旅游局，气象局，中山海 

事局，航道事务中心，广珠城际轻轨）。 

发：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各镇（区） 

交通运输分局，各道路运输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