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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春运办、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3 月 7 日 

 

 

2019  

 

2019年春运自 1月 21 日开始至 3月 1 日结束，共计 40 天。

春运期间，我市各级春运办、相关部门和运输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省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春运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周密安

排，团结协作，全力以赴，经受住了旅客流量大、服务要求高、

安全形势复杂的严峻考验，实现了“出行顺畅，运输安全，服务

优质”的目标，圆满地完成了春运各项工作任务，向市委市政府

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春运答卷”。 

一、2019年春运情况 

（一）客流情况 

2019 年春运 40 天我市累计发送旅客 974.39 万人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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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7.4%。 

道路客运发送 838.77万人次，同比增加 5.7%（其中道路跨

省发送 50.21万人次，同比增加 49.18%；跨市发送 125.1 万人

次，同比增加 74.39%），今年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是今年包车

运力增加了 130辆，省际、市际及市内包车客流量均有大幅上升。 

铁路客运发送 118.09万人次，占全市总客流的 13%，同比

增加 24.47%,增长最为明显的是小榄站，主要原因是新开了江湛

线，另外运能也有所提升，其次增长较多的是中山站，主要原因

是提升了运能，加密班次，同时客流增加。铁路交通工具成为市

民长途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 

水路客运发送 17.53 万人次，同比减少 6.82%，主要原因是

受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开通客流分流影响。 

 

今年春运四十天天气状况总体良好，客流平稳、有序，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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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旅客滞留现象。客流高峰期出现在春运第七天，比去年春

运高峰提前了三天，当日全市共发送旅客 30.37万人次。春节期

间，旅客发送量有所回落，但在初七出现返程小高峰。节后客流

日渐趋于平稳，总体客流又恢复日常模式。 

 

（二）安全及执法情况 

安全方面：春运期间，我市旅客出行顺畅，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平稳、社会治安平稳有序，未发生群死群伤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未出现旅客滞留现象和影响较大的旅客投诉事件，未发生因

管理原因导致的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因执法不规范

等引发的重大负面舆情。 

交通运输执法情况：我市今年春运专项执法行动共计出动执

法人员 3505 人次，检查车辆 3855辆，共查处道路客运违法违规

案件共 564宗，其中包括班车客运违法违规案件 398 宗，包车客

运违法违规案件 95 宗，非法营运违法违规案件 31宗、危险品运

输违法违规案件 13 宗等，案件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多了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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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旅客 360余人次，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有效保障了春运期

间的运输市场秩序。 

路面执勤执法情况：在全市共设立市级春运执勤点 4 个，其

余高速公路出入口春运执勤点 19个，实现全市 23个高速出入口

全覆盖，共投入警力 2.6 万余人次、警车 1.3万辆次，检查“两

客一危一校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 4.6万多辆，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13.4 万余宗：其中现场查处超员超载 258 宗、酒驾醉驾

299 宗、疲劳驾驶 15 宗、涉牌涉证 1236宗。 

二、2019年春运基本措施 

（一）高度重视，严阵以待，确保工作部署到位 

每年的春运，都是一场大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春运工

作，组建了以分管春运工作的副市长高瑞生为组长、有关单位负

责人为成员的全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于 1 月 11 日（春

运前 10天）召开 2019年春运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今年春运工作。

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镇区、各客运企业及客运站

场也相应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

展本部门、本镇区的春运工作，形成了上下互动、反应灵敏、配

合协作的工作机制，为确保全市春运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提供了

有力的组织保障。 

春运期间，市长危伟汉、常务副市长杨文龙、副市长高瑞生

等主要领导先后视察我市重点场站的春运情况。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发改局等主要领导密切关注春运动态，多次到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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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场查看情况、指导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春运工作的有序开

展。 

（二）健全制度，细化春运方案 

针对今年春运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和近年来春运中反映出

的突出问题，市春运办围绕运力安排、安全运输、救灾应急、优

质服务等方面制定了详实的春运工作方案，印制《关于认真做好

中山市 2019 年春运工作的通知》并发放至春运各相关部门、单

位组织实施。同时，市春运办密切联系各镇区及相关部门，完善

春运工作网络，完善春运值班制度、信息报送制度、统计上报制

度、应急处臵制度，确保春运期间信息沟通畅顺。 

（三）准确研判，科学安排运力 

今年春运期间我市累计发送旅客达 974.39 万人次，与春运

前预测的数据较为吻合。为了极大缓解春运运输压力，我市春运

办超前谋划，准确研判，科学安排春运运力，全力开展春运攻坚。

春运期间，我市共计投入营运客车 3883辆，座位 138138 个，其

中省际、市际班车 548 辆，旅游包车 735 辆，市内公交车 2600

辆，1650 辆出租车，同时组织 358 辆外籍跨市班车和 558 辆外

籍跨省班车参与春节旅客运输。共计 1000 余台中山牌网约车参

与春运。水运方面，投入 7艘高速客轮服务春运，中山往返香港

的航线每日往返达 28 个单航次，进出港船舶 9501艘，其中客船

732 艘，油船 104艘，化学品船 78艘。渡口共计 14道，渡船 30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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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随着高铁、私家车等出行方式日趋增多，今年春

运客运总量有所下降，但是公路保畅通压力并未舒缓。今年春运

我市整体天气气温略偏高，但期间出现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及低

能见度、道路湿滑等情况，给道路交通运输组织和应急处理带来

极大的挑战。针对以上情况，我市春运办科学组织运力，对城轨

中山站、城轨中山北站、汽车总站、客运码头等交通枢纽、大型

商业中心、公园等客流主要聚集点，在高峰期进一步加强调控、

加大运力、加密班次，确保高峰期乘客不滞留。同时，落实安排

客货应急保障运力车辆 50 辆，并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划拨相应

的应急运力保障专项经费，对停班应急客运车辆给予财政补贴，

促进相关企业提供应急运力积极性，为应急运力调配提供保障。

我市今年未发生因旅客滞留引发的群体事件。 

（四）狠抓安全，打造平安春运 

春运期间，市春运办始终把春运安全工作放在首位，确保春

运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一是筑牢安全意识，层层落实春运安全责任制，形成安全管

理网络化。我市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严格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以及“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总体要求，始终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

晰各工作岗位的安全职责，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

个人，全力打造平安春运。春运前，我市春运办与各镇区春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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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春运安全责任书，各镇区春运办与各客运企业、运输企业、

驾驶员签订了春运安全责任书，全系统共签订春运安全责任书

1700 余份，层层落实了安全责任，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

保证了春运的平安进行。 

二是加强源头监管，彻查安全隐患。各单位始终严把安全关，

组织开展春运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检查，从落实制度着手，防微杜

渐，彻底消除各种安全隐患。春运期间，全市道路、铁路、水路

运输各项安全指标均较好于去年，未发生一起死亡 3 人以上重大

安全事故。市春运办组织各成员单位及镇区春运办积极开展春运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及时对排查梳理出的问题及危险源存在

的隐患进行整改并开展回头看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深入“两客一危”企业开展排查，重点检查企

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动态监控制度落实情况，全天候加强源头

监管，确保“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落实。春运期间，累

计出动 3100 余人次，检查企业 973家次，包括客运企业 53 家次、

危运企业 64 家次、货运企业 920 家次、货运站场 6 家次、公交

企业 8 家次、机动车维修企业 427 家次、驾培企业 41 家次、出

租车企业 18 家次、水运企业 8 家次、客运码头 9 家次、危货码

头 16 家次、普货码头 4 家次、渡口 51 家次。共排查安全隐患

62 宗，整改 55宗，待整改 7宗已列明责任人、责任单位及整改

时间，并列明下一步详细措施，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有效防范和

遏制了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市春运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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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部门积极从“人、车、路、企业”四方面全面排查春运

交通安全隐患：将 232名驾驶人列入禁止参与春运黑名单；全面

清零重点车辆安全隐患，目前我市 8 类重点车检验率、报废率均

已全部达到 100%；排查出危险路段 40 处，目前已有 10 处完成

整改，其余路段已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并明确整改方案；深入排查

重点客货运企业 183 家，全面清理安全隐患，同时将相关隐患情

况通报市春运办进行公示，督促相关企业单位积极清零安全隐

患，降低春运安全风险。 

三是严格驾驶人员资格准入，严把司乘人员资质、教育关，

严格做好车船驾乘人员资质审核和安全教育动员。海事、渡管、

运管和各运输企业在春运前分别对所有的车、船驾驶员的从业资

质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排查，市交通运输局在春运前分四批次对全

市 1300余名客运驾驶员进行了一次安全教育培训，凡证照不齐、

资质不符、未参加春运安全教育的驾驶人员一律不准参加春运，

并要求参加春运的驾驶员作出安全承诺行动，提高驾驶员安全意

识。 

四是加强春运安全宣传力度。通过组织春运安全主题宣传活

动、开展安全文明驾驶主题活动签名、倡议客货车春运期间错峰

运行、印制并派发给市民安全小册子、开展春运安全检查调研等

活动，多管齐下，确保春运安全有序开展。春运期间，充分利用

分发传单、现场咨询、张贴宣传标语、发布简讯等多种方式，全

市共组织了 51 场次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共 2311 人次参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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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家企业印发张贴错峰运行倡议书、989 家企业张贴春运宣传

标语。此外，还组织了 42 场次安全文明驾驶主题签名活动，共

计 208 家企业 3036 人次参加签名，该活动极大增强了驾驶员的

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共

同为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平安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 

（五）以人为本，打造温馨春运 

市春运办及各成员单位、各镇区春运办、各运输企业将“以

人为本、优质服务”贯穿于春运工作全过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服务活动。 

一是客车站进一步改善旅客候乘环境。场站加强厕所保洁、

提高环境卫生水平，设立母婴哺乳区、老幼病残孕旅客候车室和

医疗服务点，做好餐饮热水供应等基本服务，不断优化乘客出行

体验，让群众出行更舒适、温馨。 

二是畅通投诉渠道。各镇区春运办、各单位值班电话保持

24 小时畅通，并在客运站场、码头等显著位臵设立投诉服务电

话，及时受理群众诉求。同时，通过官方网站、政务微博、微信

等载体，主动收集群众对运输服务工作的感受体验和意见建议，

并认真落实群众的需求，不断完善服务。 

三是提供便民服务。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短信、微博、微

信、中山交通 APP 等渠道，及时发布天气变化、班次增减、客票

余额、道路路况、交通管制等各类信息，方便旅客提前调整出行

安排；积极引导旅客通过电话订票、网上购票、微信公众号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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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便民服务，不断提高旅客购票便利性，方便群众出行。同时，

积极开展“情满旅途”、“博爱中山〃情系昭通”、“暖冬行动”等

志愿者服务活动，在客流高峰做好旅客引导和咨询，维护站场秩

序，以实际行动切实温暖旅客旅途，打造温馨春运。 

（六）科技助力，打造智慧春运 

通过积极运用各类信息化平台和系统，运用“互联网+”春

运思维，努力促进春运服务智能化、高效化、人性化，全力打造

“智慧”春运。 

交通运输部门创新手段，科技执法，充分利用视频监控系统

开展“非现场执法”工作，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提高执法的工作效率；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对客车

运营过程进行全天 24 小时监控，加强 GPS 动态监控与夜间行车

管理，严格监控车辆超速、不在线、长途客车凌晨 2 时至 5时行

驶行为，同时，加强与交警重点车辆监管的信息共享和密切配合，

对发现客运车辆超速、不在线、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凌晨 2时至

5 时违规运行等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保障重点运营车辆安全

运行。 

交警部门在今年春运工作中，首次启用自行研发的“警务通”

掌上春运检查功能，认真核查车辆和驾驶人信息，做好检查登记，

大力提升工作效率，确保人、车符合春运交通安全工作要求，消

除春运安全隐患；与高德地图合作，推出省市“互联网+智慧交

通”工作平台，为群众精准提供路况发布和停车引导等 24 项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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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服务，服务人群约 400 万人次；在春节期间在高速公路启动无

人机组配合巡逻，强化对拥堵路段和突发状况的快速处理能力。 

（七）部门协作，打造畅通春运 

春运期间，各部门紧密协作、各司其职，部门之间形成高效

合力，化解春运各种难题，打造畅通春运。 

1、公安交警部门和交通运输、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密切

合作、互通信息，针对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建立研判

预警机制；在全市各大客运站场和港口码头等地区，公安、交通

执法部门加强路面巡查力度，有力确保了春运安保工作顺利进

行；重点打击非法经营行为，强化了治安及运输市场秩序；同时，

与广州、佛山、东莞、珠海、江门交警部门建立了疏堵保畅应急

联动机制，实行区域联勤联动协调机制，共同应对春运车流高峰。 

2、发改部门出动 57 人，成立 27 个检查组，联合交通运输

部门对大型客运站场及高速服务区等 114 个企业、单位进行了检

查，采用多种措施跟踪了解运价情况，掌握运价变动对运输行业

的影响，加强比较分析和预警，为春运期间运价政策的平稳实施

打下了坚实基础。 

3、应急管理部门在整个春运工作过程中，配合交通运输部

门围绕安全生产主线，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能，专门部署了

各分局年前组织对危化品运输、公共交通运输和渡口渡船等重点

单位进行督促检查，发挥了积极作用。 

4、市人社部门于春运期间积极开展“组织异地务工人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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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流动”、“春风行动”、“南粤春暖”等系列工作，加强外来务工

人员流动的管理、监控和引导，引导外来务工人员有序流动，妥

善处理劳动争议、劳动保障信访和投诉举报案件，指导企业对员

工加强人文关怀，做好节前劝留和人才储备工作，切实做好节后

务工人员就业服务和保障权益工作，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营

造良好的用工环境。 

5、海事部门联合交通运输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节前渡运安

全大检查，重点检查首尾航报告制度及签单发航制度的落实，并

走访辖区的主要航运公司，对辖区高速客船和渡船进行了全面的

摸底和“体检”，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营运”。 

6、卫生健康部门制定了详细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案，增

派人员，强化了车站、港口码头、交通枢纽和车船公共场所等人

流密集场所和与群众健康密切相关的重点场所的监督、检查，指

导各种运输工具做好清洁、消毒工作，保障过往旅客的身体健康，

有效预防了各类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7、气象部门每天发送未来七天的滚动天气预测和预警信息，

以电子邮件、微信的形式发送到春运办和相关部门，提示天气将

出现转折和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建议，为春运的决策指挥提供了

第一手的讯息，有效地提醒了市民注意天气冷暖变化和春运出行

安全，对市民出行起到较好的服务效果。 

8、民政部门紧紧围绕构建“安全生产”这一主题，从救助

人员的购票、乘车、餐饮、基本医疗等方面着手，全面提升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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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人员的救助服务质量，圆满完成了春运期间的救助管理工作

任务，为保障春运期间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9、公路部门联合安全办、养护部门多措并举，有效保障了

公路的安全畅顺通行：开展安全检查，加强管养线路的路面、桥

涵和公路附属设施的养护作业，加强公路巡查特别是中山港大

桥、黄沙沥大桥等重点桥梁的巡查力度，开展“安全〃保畅”桥

下空间专项治理行动，加强对公路沿线非公路标志的治理；对外

开放东升养护所便民服务站、中山港养护所便民服务站，为过往

的司机、车主提供多种便民服务，得到人民群众较好的反响。 

（八）畅顺宣传渠道，确保信息畅通 

一是加强与市气象局以及中山日报、中山市电视台、中山发

布等市内主流媒体合作，同时辅以“中山交通”微信公众号及

APP、2019年春运专栏网站等主要平台，及时向社会发布春运有

关的政策措施和春运进展情况，每天报送客流、气象和路况信息

等情况，确保市民对春运情况和天气情况的及时了解，以便做好

出行计划。 

气象部门每日为市春运办发送未来七天的滚动天气预测和

预警信息，并专门对本省和周边省份的天气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

预测，通过中山气象微博、微信、网站和 12121应急气象电话将

最新天气状况定期发布预报和提醒信息，方便群众查询，为市民

出行提供了重要的气象服务保障。春运期间，市气象局发送各类

春运决策服务专报共 43 份，发出预警信号共 2 次，其中暴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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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号 1 次（黄色 1 次）、森林火险预警信号 1次（黄色 1 次），

发送的决策气象短信 13 条，共计 58500 人次，微博推送条数共

198 条，中山天气微信公众号推送条数共 5条。 

市春运办在各媒体上发布新闻报道共 60 次，在市内主要路

口和各客运站周边路口悬挂宣传横幅 30多条，印发 3000多份春

运安全宣传挂图和禁止寄运物品挂图粘贴在市各客、货运站场，

派发宣传资料 1 万余份。交警部门在全市开展网络直播 30 次，

交通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88场次，设臵各类宣传栏 1888个、横幅

2315 条，特别是在全市平安村口新增宣传横幅 226 条，全面加

强宣传酒驾、超员超载、无牌无证等违法行为的危害与后果，各

级宣教民警深入辖区客货运企业 610家，上交通安全课 203课时，

受教育人员达 100 多万人次。 

二是市春运办开通《中山 2019春运专栏》，定期制作《春运

简报》，广泛宣传报道春运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及涌现的好人好

事，及时将春运期间工作进展情况以及春运动态信息向各相关部

门通报和市委市政府报告，为工作推动和决策参考提供一线信

息。春运期间，市春运办共收集各类春运报道 100 余篇，气象局

每天按时向市春运办报送气象情况，市交警支队、市春运小组成

员单位及各镇区春运办等主要联动单位及时报送各类春运资讯，

交警支队定期制作春运简报，及时对春运期间工作进展情况以及

春运动态信息进行报道，为我市营造了良好的春运氛围。 

三、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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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运工作，在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努力下顺利结束，

在各项春运工作措施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

题。 

(一)春运安全需进一步强化。1月 28 日 12时许，一辆从广

东中山开往四川泸州的大客车在贵州境内的高速路上发生自燃。

该车荷载 65 人，实载 64人。事故造成车辆受损，所幸由于疏散

处臵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核查，该车本趟包车行为从中

山至泸州（两端均不在车籍地宁夏）涉嫌违规到中山从事客运包

车经营，并未进入辖区客运站场配客。这就说明在安全管理方面，

个别企业管理存在漏洞，没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害，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下阶段，

将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公安交警部门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各类客运违规经营行为，切实保障我市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二)需形成联合打击非法营运的长效工作机制。春运期间，

交通稽查部门查处各种违法案件 564 多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中查处的非法营运违法违规案件达 31 宗，转运旅客 360 余人

次，转运旅客数相比去年下降 63.67%，说明我市春运期间加强

打击非法运营力度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打击非法营运是

一项长期的工作，稍一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弹。要建立打击非法营

运的长效工作机制，遏制非法营运等违章行为的上升势头。 

回顾春运 40 天总体平稳安全有序，我们深切感受到，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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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能够顺利地完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各级领

导对春运工作高度重视和关心，上下统一思想，政令畅通，齐心

协力，配合密切；二是春运工作早组织、早准备，安排周密，措

施得当，有效落实；三是广大干部职工尽心尽职，奋力拼搏，乐

于奉献。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总结经验，克服和解决今

年春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升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处臵能

力，不断促进我市春运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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