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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2021年春运第一天。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西安火车站，明显

感受到车站没有往年春运的“热闹”。9时
30分，进站口三三两两站着大约三四十来
人，并没有往年人潮涌动的春运氛围。

“跟家里人说好了，年底不知道会是

什么情况，越早动身越好，肯定能回去。”
来自榆林的张先生招呼着妻子和女儿，在
西安火车站打卡点拍完照片后推着行李
箱匆匆朝检票闸口走去。春运窗口开启
当日，他们搭乘高铁赶回榆林老家过年。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高校提
前放假，大学生与务工人员实现错
峰返乡，春运客流量明显减少。

西安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
主任刘芳第一次感觉到春运首日
竟是如此冷清，广场上旅客三三两
两，售票大厅几乎见不到旅客身
影，进站口全然没有排队进站的场

景。“现在车站每天的客流还可以通过车
票预售情况，但是整个春运期间的总客流
很难预计。”刘芳说。

乘客虽然变少了，但疫情防控仍旧不
可松懈。西安火车站除了要求旅客正确
佩戴口罩并进行测温外，还加大对售票
厅、候车室、电梯、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的
消毒频次。在进站口专门开设了学生专
口，实现旅客分流，减少人员逗留和聚
集。在售票厅、实名制验证等区域增设 4
台口罩自助售卖机，每名旅客可以免费
领取一个口罩。

10时 22分，记者在开往渭南的列车

上，见到一位家住渭南的乘客，他说：“本
来家里人准备过来接我，但这趟车直接
从西安发往渭南，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避免了外省交叉感染的风险。”10时许，
登乘首趟西安至渭南“绿动车”，来自西
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小陈感慨道。

今年春运或许是春运史上最特殊的
一次，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表
示，2021年春运全国铁路客流将下调至
2.96 亿人次。在倡议就地过年、减少人
员流动前提下的特殊“人口迁徙”之旅，

“健康春运”是今年春运最大的考题。
本报记者 鲜康 实习记者 董欣

出行“降温” 防疫常态
——2021年春运首日西安火车站见闻

←“今年过节不回家，工地挣钱慢慢
花”“春运返乡不容易，疫情过后再相聚”

“今年过年留工地，我陪你”……年关将
近，中建三局西安部分在建工地出现的倡
议工人就地过年标语，或诙谐，或暖心，引
得工友们驻足观看。

“今年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政府、工会
都号召大家就地过年，减少流动。工资按
时发放，安全防疫到位，食住不用操心，我
们一定让工友在工地过一个安心、暖心
年。”中建三局西北公司第一经理部工会
主席王东说。

在东三爻安置小区项目，项目工会为
春节期间留守加班的工人发放了年货大
礼包，并提供免费邮寄服务。

“今年是为数不多没回家的春节，心
里还是惦记着家里嘛，我准备把项目发的
年货全寄回去。”支护工人魏建设笑着告
诉记者。

中午时分，项目管理人员在工人宿
舍门口忙活着——大红的灯笼、鲜艳的
窗花，还有一副副对联，依次贴好后，稍
显简陋的宿舍顿时充满了红火的年味。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无论在哪都能过一个好年

本报讯（本报记者 鲜康 实
习记者 董欣）1月28日，铁路春运
正式启动。今年春运1月28日开始，
3月8日结束，共40天。春运期间，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安铁路局）紧盯疫情防控关
键，优化客运服务措施，动态安排运
力，努力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
温馨春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面对疫情困扰下的春运，为给
旅客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西安铁
路局加强管内西安北站、西安车站
等各客运站的疫情防控工作。延安
车务段在延安车站出站口安装“陕
西健康码”无感通行管理系统，旅客
出站仅需出示“陕西健康码”，无人
值守闸机自动进行识别，提高了数
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通行效率。

2021年春运是西安铁路局管内
普速和高铁站全面推行电子客票的
第一个春运，在安康、渭南、韩城、西
安南、渭南北、咸阳秦都等 53个车
站推行售候合一，方便旅客购票、候
车。火车票预售期从 30天调整为
15天，避免旅客重复购票退票。

全力保障老年及脱网人群线下
服务，在旅客侯乘等区域设置人工
服务，提供现金支付方式，保障老年
人群铁路旅行基本服务。12306重
点旅客预约服务由原提前12小时预
约压缩至提前 2小时。针对特殊重
点旅客，开设无障碍进站通道，实现

“进站、候车、乘车”专人链式服务。
2020年，西安铁路局先后对西

安车站、榆林车站、渭南车站、安康
车站站房进行改造整修。在安康、榆林、宝鸡等79个车
站持续推行验检合一，畅通旅客进站流线。更新 67组
动车组列车座椅套、普速客车贴身卧具19万件，以及西
安、榆林、安康站候车室2100个座椅。发挥银西高铁各
站及榆林、安康、渭南、渭南西、城固等14站新建的综合
服务中心作用，进一步提升客运服务品质。

优
化
客
运
服
务

动
态
安
排
运
力

西
安
铁
路
局

↑在西安开往银川的D3513次列车上，列车
长为乘客送上新春福字。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装扮一新的职工宿舍装扮一新的职工宿舍。。

本报讯（屈先奇 刘延涛）近日，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进一步优化
人社公共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工作方案》，通过完善服务政策、
改进服务措施，优化服务方式等举措，进
一步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更周全、更贴
心、有温度的人社服务，不断提升人社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在社保卡申领、社保待遇申领、补贴
待遇发放、工伤医疗待遇结算、社保权益
信息查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其
他公共服务 7类高频服务事项中，提供优
质便民服务。针对异地居住老年人，做好
社保卡网上申领补换和邮寄服务。对临
近退休或待遇领取年龄人员，主动提醒本
人享有待遇申领权益，提前核查档案，同
步打包办理社保关系转移、待遇发放、相
关待遇终止等业务。对经宣传培训仍主
动提出使用存折领取养老金的可保留存
折，不做“一刀切”。在办事大厅布设自助
服务一体机，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社保权
益信息打印服务。统筹养老、工伤、失业
保险的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对于有特殊困
难的老年人允许代办或者上门服务。支
持通过社保卡进行就医购药结算，推进社
保卡与“健康码”等互相关联。

制定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关爱
服务制度，兼顾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需
求。从老年人视角检视在服务流程、服务
要件、服务方式、服务手册等方面的不
足。对高龄等行动不便人员提供上门服
务，实施动态管理。

让老年人不出社区行政村即可实现
养老金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社保信
息查询等服务。办事大厅设立业务办理
绿色通道，实现老年人优先办理，根据情
况，按需提供全程引导服务。

利用电子社保卡“亲情服务”“工作人员服务”等功能，帮
助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查询社保待遇，进行
资格认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进行网站、APP等适老化改
造，畅通老年人咨询人社政策和办事服务问题的途径。

宣传针对特殊人群的关爱政策，让群众知晓从哪办、怎
么办、找谁问。采取适合老年人了解信息的图文、视频、音频
方式开展宣传，必要时提供面对面的指导服务。探索在养老
护理员等康养职业技能培训中，增加智能技术运用培训内
容。在人社系统倡导尊老爱老敬老服务，提高窗口工作人员
服务水平。

本报讯（段春生）1月28日，西安客
运段成银车队担当的临客西安到上海
K4028次列车上，银川三组党支部全体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巩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开展以“春
运党旗红，一线当先锋，让党旗在列车
上高高飘扬”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车队精心打造“长安诚、西客
情”服务品牌并落实各项便民措施，
切实落实疫情防控各项细化措施，
加大重点部位消毒力度，让旅客感
受到安全的旅行环境。继续深化

“立学对达”活动成果，结合临客特
点不断满足旅客多层次的旅行服务
需求，在不寻常的春运中体验到最
难忘的西客服务。

西安客运段成银车队

多层次满足旅客需求

↓1月28日，西安市政府办公厅组
织市文史馆员、研究员等10多名书画家
来到中建西安幸福林带项目工地，为这
里的建设者赠送春联和书画作品，以表
达对坚守一线、在陕过年的建设者的关
心和支持。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腊八节刚过，记者在中建
八局西北公司承建的西安国
际会展中心二期展览中心项
目看到，该中心钢结构首吊仪
式已圆满完成，为下一步项目
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参与
项目建设的职工纷纷表示，今
年春节期间将留守工地，以奋
斗的姿态过一个“踏实年”。

罗启刚是四川南充人，今
年 40 岁，是中建八局西北公
司“长安乐”项目钢筋班组的
负责人。往年他早早就开始
购置回家的礼物，准备回家
和家人团聚，今年他反复考
虑后选择留在西安过年。他
表示，主要是考虑到疫情形
势，以及过年后能不能顺利开

工等现实因素，回家欲望的相
对减轻了。

在“长安乐”项目施工现
场，劳务负责人周川顺辗转各
个工位不停叮嘱着。去年 12
月底，中建八局工会就向“长
安乐”项目全体建设者发出

“留守建筑工地”的倡议，在周
川顺的动员下，今年春节期间
将有 230名建设者暂缓返乡计
划，坚守工作岗位。该项目负
责人李栓虎介绍说，项目部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为
留陕过年的项目职工制定了
一系列的保障和奖励措施，确
保留在西安过年的外省务工
人员能够度过一个祥和、喜庆
的春节。 本报记者 阎瑞先

以奋斗姿态过个“踏实年”

据 新 华 网
1 月 28 日，记者

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春节假期，全
国收费公路将继续免收小型
客车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
2月11日0时至17日24时。

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
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
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
为准。免费通行的车辆范
围为 7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
免费。

春节假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高敬）春节临近，节日期间能
否燃放烟花爆竹？生态环境部
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说：“我们倡
议尽量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
减轻空气污染，过一个安全、祥
和、绿色、健康的春节。”

环境质量监测表明，烟花
爆竹集中燃放对城市空气质

量影响明显，会导致PM2.5浓
度快速上升，不利于群众身体
健康。

刘友宾说，随着全社会生
态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近几
年，实施禁放限放措施并且落
实到位的城市，除夕夜间
PM2.5浓度基本未出现明显
上升现象。

倡议：春节期间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郭沛然）1月 27
日，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发布
消息，通过提前编制春运列车
运行图、调整行车组织、提升
运营服务等措施，全面保障春
运期间市民乘客的安全便捷
出行。其中，将 2号线运营服
务结束时间调整至次日零点，
进一步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

行需求和高铁接驳需要。
同时，提升1号、6号线运

力配置。其中，1号线工作日
早晚高峰时段增加 1列上线
车，发车间隔压缩至2分53秒，
单位小时运能提升6%；6号线
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增加2列上
线车，发车间隔压缩至3分53
秒，单位小时运能提升14%。

西安地铁2号线运营时间延至次日零点

本报讯（周圆）春运出行，
少不了各类防护用品。乘飞
机的旅客请注意，这里有一份
关于防护用品的提示：①双氧
水、过氧乙酸、84消毒液、消
毒泡腾片等消毒产品，含有毒
性物质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

②酒精类消毒剂主要成分是
乙醇，酒精体积百分含量超过
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
70%及以下只能托运且每瓶
不得超过 500毫升；③水银体
温计必须放置在保护盒内进
行托运，不可随身携带。

这些防护用品不能带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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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
商洛市商南
县首届网上
年货节拉开
序 幕 ，有 20
多家电商平
台及企业参
与网上促销
活动，让市民
足不出户，备
足年货，过好
大年。

代绪刚
李子龙 摄

春 运
开 启

↓1月28日，西安至渭南间首次开行时速160公
里“复兴号”动车组，一站直达，每日开行1对，从渭南
至西安的铁路交通时间将缩短至39分钟。

本报记者 鲜康 实习记者 董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