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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期间，全市交通行业运

行平稳，服务保障有序。青年报记者

从交通部门了解到，长假期间，本市铁

路、民航发送旅客增幅较大，而道路、

水路客运发送旅客则下降比较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2 月 4 日至 2 月

10日（截至15时），对外交通方面，铁

路发送 1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7.9%；

民航发送 117.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4%；道路客运发送17.61万人次，

同比下降11.13%，水路客运发送0.57

万人次，同比下降28%。

市内交通方面，轨道交通（含磁

浮线）2905.45万人次，同比增长5.75%；

地面公交 1904 万人次，同比下降

9.78%；出租汽车供车762.08万车次，运

送乘客 1371.74 万人次，同比下降

20.74%；三岛客运9.5万人次、同比下降

12%；城市轮渡39 万人次，同比下降

7%，浦江游览13万人次，同比增长8%。

路网运行方面，截至昨日17时，高

速公路总流量为522.59万辆，同比上

升3.64%。其中，小型客车为 502.96

万辆次，同比上升 4.11%；高速及地

面省界道口总流量共计 307.97 万

辆次，同比下降 4.55%，出沪车流量

141.59 万辆次，入沪车流量 166.38

万辆次；快速路网总流量为 872.55

万辆次，同比下降13.72%。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铁路民航发送旅客同比增长较大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是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外出探亲、旅游的市民纷纷踏上
返程，铁路上海站也迎来了客流高
峰，全天到达旅客预计超过53万人，
比平时增加20多万人，其中虹桥火
车站到达31万人、上海站15.5万人、
上海南站6.5万人。青年报记者从铁
路部门获悉，由于很多务工人员这几
天将陆续返城，加之受雨雪天气影
响，不少公路、民航旅客“转投”铁路，
使得铁路客流比较集中，未来几天长
三角铁路将持续增开多趟旅客列车，
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

昨天，上海地区计划加开临时客
车70趟，主要前往安徽、江西、云贵、
川渝等方向。而针对安徽、江苏等周
边地区雨雪天气和到达返程客流高
峰，铁路上海站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在旅客通道、电梯、站台、进出站
口等重点部位，加派了武警、客运人
员，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和安全防护。
针对夜间返程客流集中到达情况，车
站发挥地区枢纽联动优势，及时向上
海市春运办和站区管委会通报列车到
达信息，适时增加地铁开行频次和夜
间公交班次，并针对受天气影响列车
晚点等突发情况，采取延长地铁运行
时间、增设到达旅客临时休息区等措
施，确保到达旅客安全、有序疏散。

铁路部门介绍说，长三角铁路节
后春运外出客流主要集中在安徽合
肥、阜阳、淮北、淮南、蚌埠和江苏徐
州、盐城、南京等地区，前往沪宁杭、
京津、广深等方向的务工流、学生流

相对集中。节后25天，长三角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4610万人，同比增加
232.1万人，同比增长5.3%。

为满足旅客返程运输需求，昨天
长三角铁路继续加大运力投放，加开
去往北京、广州、成都、南昌、西安、郑
州等长途方向，以及合肥、安庆、阜
阳、徐州等去往上海、杭州、南京等短
途方向的旅客列车356列，较上日增
加106列，对167列动车组列车进行
重联运行、较上日增加20列。

由于未来几天返城客流仍将维
持高位，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情况，
在春运旅客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持
续增开芜湖、合肥南、南京、蚌埠南站
至上海虹桥站，温州南站至杭州东站
等多趟临时旅客列车，服务务工人员
节后返岗。增开的部分返程临时旅
客列车车次为：2月11日上海虹桥至
芜湖加开D9568/9次、芜湖至上海虹
桥加开D9570/67次，2月11日合肥南
至上海虹桥加开G9394/1次、G9398/5
次，2月11日南京至上海虹桥加开
G9281次，2月12日蚌埠南至上海虹
桥加开G9345次，2月10、11、13、14
日阜阳至合肥加开K5663/4次。

铁路部门表示，未来几天，将根据
返程客流变化，持续采取加开临时旅客
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措施，努力为旅客
返程创造良好的出行和乘车环境。铁
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天雨路滑，在站
台、楼梯口、斜坡行走时要适当慢行，
听从工作人员引导，保持良好秩序。
同行有老人、小孩的旅客要相互提醒
照顾好，不要让小孩在站台上嬉戏打
闹，确保上下车和进出站安全。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公
布了春节期间空气质量。其中，猪
年大年初四至初五早晨，在全市公
安民警、平安志愿者、各级政府部门
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本市烟
花爆竹禁限放成效进一步得以巩
固，全市及各区空气质量始终保持
优级水平。

据介绍，2019 年大年初四（2
月 8 日）夜间至初五（2 月 9 日）凌
晨，本市空气质量始终保持优级水
平，初五凌晨1时PM2.5浓度仅9微
克/立方米，2 时至 7 时 PM2.5 浓度
均维持在 6 微克/立方米以下。与
今年除夕夜间情况相似，受益于良
好的扩散条件和烟花爆竹燃放减
少，大年初四夜间至初五早晨本市
PM2.5 小时浓度始终保持在较低水

平且持续走低，烟花爆竹禁限放效
果显著。

受冷空气输送影响，2018年大
年初四下午起浓度逐步走高。监测
数据显示，2月8日（初四）17时至2
月9日（初五）7时，外环内外PM2.5浓
度基本接近，均保持在优级水平，外
环外PM2.5平均浓度略高于外环内。
PM2.5 浓度空间分布显示，2 月 9 日
（初五）凌晨1时，全市所有站点的空
气质量均保持优级水平，大部分站点
的PM2.5小时浓度低至15微克/立方
米以下。其中，1时最高PM2.5小时
浓度出现在青浦盈浦点位，但也仅为
22微克/立方米。

按行政区统计，2月9日（初五）
凌晨1时各区PM2.5小时浓度均保持
在优级水平。其中，青浦区最高（20
微克/立方米），黄浦区最低（6微克/
立方米）。

市生态环境局公布春节期间空气质量

全市空气质量保持优级水平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春节长假一转眼已经
结束，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但
申城的阳光仍没有正经“上班”的
意思。最新预报显示，今天上海以
阴到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还是
会有短时小雨或小雨夹雪出现，气
温仍比较低迷。而未来一周，由于
冷暖空气活动频繁，上海依旧主打
多阴雨天气，市民需及时关注天气
变化。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前夜
昨晨上海又出现降水，不过降水
较弱，前天 20 时至昨天 8 时全市
雨雪量普遍在 1 毫米以下。昨天
白天，申城维持有时有小雨雪的
天气，气温低迷，早晨全市气温大
多在 1-3℃，白天全市最高气温普

遍在 3-5℃，其中徐家汇站最高气
温止步于 4.3℃，全天温差小，体感
湿冷。

今天是节后工作首日，申城天空
状况将略有好转，以阴到多云为主，
但部分地区还是会有短时小雨或小
雨夹雪出现。预计今日北到东北风
3-4级，最低气温在2℃左右，最高气
温在6℃上下，市民仍要注意做好保
暖措施。

气象部门表示，未来一周，冷暖
空气活动频繁，上海将依旧主打多
阴雨的天气，气温会有小幅回升。
预计明天最高气温将回升至10℃左
右，本周中期气温基本稳定在6-9℃
之间，周末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有
间歇，气温下降。另外，由于未来一
周多降水过程，大气扩散条件较好，
空气质量将以优良为主。

节后首个工作日申城阴到多云

未来一周依旧主打多阴雨天气

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返程客流高峰

未来几天还将加开多趟返程列车
■都市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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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站台上为带着孩子出行的旅客帮忙。 新华社 图

外地人喜欢来上海购物，上海人
热衷出沪旅游消费——2019年上海
春节消费“里外两头热”特征鲜明。

银联商务10日发布的大数据监
测显示，在2月3日至9日的七天时间
里，来沪游客消费次数高达519.4万
人次，发生消费66.2亿元人民币，春
节期间外来游客消费占上海消费比
重达37.3%。

其中，来自江苏和浙江的游客消
费人次占比较高，分别达到26.6%和
13.6%，两地合计超过四成；而消费
5000元以上的游客来源地，排名前三
的分别是北京、苏州和杭州，消费人
次占比分别达14%、12%和5%，显示出
不仅周边城市居民喜欢到上海消费，
北京人更是对上海的消费环境青睐
有加。

据银联商务统计，春节期间，上
海居民外出旅游消费共计 983.2 万
人次，发生消费111.2亿元，人均花

费1130.9元，外出旅游目的地主要
集中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周边城
市。相比起来，来沪与出沪人群的
平均花费差距不大，前者仅比后者
高出140多元。

另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与银联
商务联合发布的《 2019 春节旅游
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旅游过年
逐渐成为新民俗，春节期间上海
地区人均旅游消费金额排名全国
第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对380 家零
售和餐饮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春节期间，380家重点样本企业
的销售额较2018年春节增长8.1%，
显示消费较为旺盛。其中，85家样
本餐饮企业除夕年夜饭平均每桌消
费 2981 元 ，比 2018 年 春 节 增 长
16.1%。春节期间，上海市场粮油、
水产品、豆制品、鸡蛋等供应充足，
价格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电

上海春节消费“里外两头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