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运：
上海港客流明显回暖
大批外籍客来沪旅游

据上海边检机关消息，随着蛇年春节
的临近，上海港客流量将呈现明显的“ 回
暖”趋势，“ 海上春运”即将拉开帷幕。

据上海边检机关预测，1月26日至2月
28日，上海港随着“ 春运”的到来，将迎来一
股出入境客流高峰；共计迎送豪华邮轮8艘
次、国际客轮11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船员
18000余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将增长20%。

2月份期间，上海港将陆续迎来“ 玛丽
女王二号”、“ 探索者”、“ 福伦丹”等多艘
豪华邮轮，分别停泊于吴淞炮台湾、上海国
际客运中心两处邮轮码头，大批外国籍旅
客将乘坐邮轮来沪旅游；2月下旬，意大利
歌诗达邮轮公司旗下“ 维多利亚”号将来
沪开辟“ 上海—韩国”的海上出境游航线，
开启今年海上旅游的序幕，吸引大批中国
游客乘坐邮轮旅游；春节前夕，往返于中日
之间的国际客轮“ 新鉴真”、“ 苏州号”将
正常运营，预计客流量有所回升，旅客大多
为回国过节的中国劳务人员或留学生。

通讯员 梁林光 陆骏 记者 严柳晴

春运明日启动 长途客运“ 兜底”
高峰时将增开5000辆公路班车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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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春 运
明天启动！在节前
为 期 15 天 的 春 运
工作中，公路客运

“ 兜底”作用将更
加突出，今年本市
客 运 部 门 准 备 了
3000 余 辆 公 路 班
车，每天发班可达
4600班次，春运高
峰 时 将 增 开 5000
辆加班车应急，确
保 不 滞 留 一 个 旅
客。

本报记者
陈轶珺 刘春霞
通讯员 吴润元

为热门线路加开万余班次
随着节前铁路长途客票的大部售罄，

大批旅客转向公路，乘坐长途客运出行的
人数较去年有3%的增加。公路客运的“ 兜
底”作用将会更加突出。今年春运，除正常
班次外，本市另有7600余辆省际包车投入
春运；对铁路票源紧缺的四川、重庆、湖
北、陕西等以及江西、福建、安徽等长三角
地区热门班线加开1.1万班次加班车。

江浙皖闽赣鄂方向有余票
为应对春运客流高峰，本市各长途客

运站提前近一个月预售长途客运车票。截
至昨天，南站已售出了10万多张1月26日
至2月8日（ 小年夜）的春运车票。

截至昨天，长途南站已计划投放了
1500多班春运加班车，加班方向主要有买
不到火车票的方向如安徽阜阳、湖北武
汉、宜昌以及江苏赣榆等地，同时还有江
苏苏北、浙江丽水地区，安徽黄山和芜湖、
铜陵地区，湖北荆州、福建浦城、政和、周
宁以及江西抚州地区等。此外，南站今年
春运还首次对皖南地区的青阳、繁昌、南
陵、东至、怀宁等地加班。南站方面透露，
将根据出票情况继续在安徽、江西、福建、

江苏、浙江、湖北等投放加班车，目前上述
方向的班次尚有比较充裕的余票。

本周六将是春运启动第一天，长途南
站当日预计将有超过30班的加班车，其中
春运首班加班车为8：56发往福建政和的
班次，目前该班次的45个座位均已售完。

此外，需要提醒的是，长途南站2月9
日（ 大年夜）的车票将于2月2日起出售。

票价在30%幅度内浮动
春运期间，各客运站可自行调整票

价，但调整票价必须按照市交通和物价部
门的规定，严格在30%的幅度内浮动，不能
跟风炒作随意涨价。据了解，今年本市多
数客运站春运票价上浮幅度低于30%的上
限，但由于平时客流淡季票价都低于基
价，大部分长途客票按基价打6-8折销售，
春运期间恢复到规定基价再上浮10-20%，
感觉上价格会超过30%的幅度；为此，客运
站春运调整票价必须明码标价，向管理部
门备案并向社会公众告示。

本周末本市各长途客运站还将迎来
一波售票高峰，长途南站的售票窗口预计
也将由平时的16个增加至24个，同时还将
适时区分预售票和当日票的窗口，请旅客
购票时注意。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全市中小学生
正式迎来寒假。12355上海青春在线青少
年公共服务中心昨天根据历年数据和近
一个月的电话数据分析显示：寒假期间，
青少年考后心理压力大、迷恋网络、恋爱
问题等心理问题频发，需引起青少年、家
长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

热点一：考后综合征
案例情况：张女士来电表示，她的女

儿读初二，这次期末考女儿发挥不理想，
便始终闷闷不乐，甚至有失眠的情况。张
女士询问如何才能让女儿在寒假里好好
放松一下，健康快乐地学习与生活？

12355心理咨询师季明律建议，重要
的是改变孩子的一些观念和想法。期末考
发挥得不理想，这本身不是过错。作为家
长要与孩子多沟通多交流，让她不要给自
己太大压力。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习是自
己的事情，过分要强不仅让自己变得很疲
惫，也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热点二：迷恋网络
案例情况：陈先生来电称，11岁的儿

子原本品学兼优，却因为暑假里与同学去
网吧而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到了废

寝忘食的地步，因此，这次期末考的成绩
一落千丈。陈先生询问该怎么办。

12355心理咨询师何雅萍对此表示，
孩子很可能是因为内心寂寞，才选择了沉
溺于网络游戏。建议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
上要下点功夫，孩子需要赞赏与肯定，要
懂得孩子在哪个方面是得到快乐的，将鼓
励和表扬的侧重点放在生活方面。陈先生
甚至可以与儿子一起打一盘游戏，在游戏
中进行亲子感情的培养。

热点三：早恋问题
案例情况：王同学是一名高二的男

生，对班里的某位女同学有好感，班里知
情的同学，经常拿两人开玩笑。放假以后，
王同学总在思索是否要趁着这个机会向
女生表明心意，但又怕被拒绝，因此而苦
恼，却无法向父母诉说，询问该怎么办。

12355心理咨询师何瑛表示，王同学
是个有自制力和明确想法的同学，令王同
学左右为难的部分原因是班里同学的起
哄。她表示，男、女生是可以发展除男女朋
友以外的正常朋友关系的，不用太在乎周
围的眼光。其次，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建议
不要使用即时聊天工具，而是当面说，勇
敢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去年年底，全
国各地“ 异地高考”方案陆续公布，上海
具体的实施方案将于今年出台。这是市教
委近日发布2013年度基础教育工作要点
中透露的。

据了解，上海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
入教育，列为今年度基础教育的工作重点
之一。今年本市将完善民办三级幼儿园和
学前儿童看护点的管理办法，稳妥推进随
迁子女入园积分制试点。同时，开展适合
随迁子女实际的教育教学研究，规范管理
民办随迁子女小学，提高教学水平。教育

部门还将会同其他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随
迁子女在本市参加中高考实施方案。

“ 要点”透露，为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上海今年将为郊区300所初中学校配套实
验室设施设备，并新建30所幼儿园，稳妥
推进随迁子女入园积分制试点。启动全市
保育人员专业培训，通过城郊结对、农村
园长培训等方式提升郊区农村幼儿园质
量。加强游戏的科学性研究。推进0岁-3岁
婴幼儿早期教养的试点工作。构建学前教
育0岁-6岁早教信息服务平台，以信息推
送形式提供育儿指导。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通讯员 徐皎飞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日前通过审议，决
定的宗旨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并要求网
络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那么，市民对
网络实名认证有什么意见？根据市民信箱
调研平台对2076名上海普通居民的调查
显示：超九成市民希望通过网络实名认证
实现电子政务网上办事。

此次调查中，68.1%的市民表示，希望
网络实名认证能统一身份管理和保护个
人隐私；其次是提高网民自律意识，占
64.6%。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57.2%的受访者
提出希望推进电子政务的网上办事，通过
实名认证实现一站式的电子政务网上办

事。因此，当市民被问及“ 希望网络实名认
证在哪些领域里实施”时，更有高达91.6%
的市民选择了电子政务网上办事，其次是
电子邮箱（ 57.9%）、电子商务（ 55.7%）、
博客、微博、BBS等（ 40.0%）、社交网站

（ 31.2%），而网络游戏是市民最不愿意实
名认证的领域，仅有11.9%的支持率。

调查显示，市民最迫切需要的便民服
务就是“ 将各部门各区县的网上办事服务
进行统一和集中，减少查找麻烦”（ 85.9%）
和“ 通过统一的实名认证账户，实现一站式
网上办事”（ 83.7%），其次则是希望能“ 提
供完善的办事指南、表格下载、在线受理、
网 上 咨 询 、网 上 投 诉 、状 态 查 询 等 ”

（ 76.5%）以及“ 政府部门的信息能够共享，
减少网上重复提交资料”（ 76.0%）。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记者昨天从上
海卫生局获悉，2012年，本市户籍人口平
均期望寿命为82.41岁，孕产妇死亡率
7.10/10万，婴幼儿死亡率为5.04!，市民
健康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在世界发达国家
或地区的水平。

去年，本市医疗机构共完成诊疗人次
数2.14亿人次，同比增长5.92%，比上年增
加1200余万人。其中门急诊2.11亿人次，同
比增长5.76%；出院人数302.21万人次，同
比增长12.76 %；住院手术人次数126.21万
人次，同比增长12.70 %。

沪上中小学生开始度寒假
12355热线再现热点问题

上海今年将新建30所幼儿园

超九成市民盼网络实名制用在电子政务上

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82.41岁

明天，2013年春运正式启动。在长途汽车客运总站，人们归心似箭。
本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实习生 余博文 摄

铁路：
除夕和大年初一

“ 网电”不售新票
上海铁路局昨日宣布，为让旅客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该局将对春节期间网
络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进行调整。调整
后，2月8日的网络购票和电话订票的预售
期将延长为22天（ 含当天，下同）。也就是
说，原定2月9日（ 除夕）和2月10日（ 大年
初一） 发售的新票旅客2月8日即可提前
购买到。

具体调整为：2月8日互联网售票和电
话订票的预售期延长至22天，即2月8日可
发售3月1日以内的车票；2月9日（ 除夕）
和2月10日（ 大年初一）互联网售票和电
话订票不发售新票，即2月9日、10日只发
售3月1日以内的车票；2月11日起互联网
售票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恢复至20天，即
2月11日可发售3月2日以内的车票。

铁路部门表示，上海铁路局管内各车
站窗口和客票代售点的预售期保持不变。
即：上海各站区售票处预售期为3天，代售
点预售期为18天。

记者 刘春霞

》相关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