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15 日， 记者从贵

州省统计局获悉，2018 年， 全省高

铁客运量 3700.04 万人， 同比增长

62.7

%

。

据初步统计，2018 年全省高铁

客运量、高铁旅客周转量均已超过铁

路客运量、 铁路旅客周转量的半数，

高铁成为居民铁路出行的主要方式。

随着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贵

铁路等相继开通， 贵州省已全面融

入全国高铁网络。如今，快速、便捷、

大能力的高速铁路客运网络， 为人

们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带动高铁

运输业高速发展。

2015 年， 全省高铁客运量

741.61 万人；2016 年， 全省高铁客

运量 1401.26 万人 ， 同比增长

88.9

%

；2017 年， 全省高铁客运量

2274.53万人，同比增长 62.3

%

。

据悉，根据《贵州省综合交通运

输“十三五” 发展规划》， 到 2020

年， 全省铁路营业里程将超过 4000

公里以上， 其中高速铁路超过 1500

公里，届时，将进一步缩短贵州至周

边省份城市的铁路通行时间，加快与

周边主要经济区之间的经济交流。

（本报记者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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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全省交通

运输工作会获悉，今年，我省将确

保完成交通投资 1200 亿元， 其中

公路 1192 亿元，建成高速公路 500

公里以上， 力争通车总里程突破

7000 公里。

2019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对

今年交通工作提出“4 个 3” 的主要

目标，明确今年将做到“三确保、三

突破、三创建、三着力” 。

三确保：确保完成投资 1200 亿

元，其中公路 1192 亿元、水路 8 亿

元，实现投资总额连续 6 年超千亿，

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确保建成农村

“组组通”硬化路 1200公里，5 月底

前实现全省 30 户以上村民组 100

%

通硬化路；确保建成普通国省道 600

公里，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省道三

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分别达 75

%

、

39

%

。

三突破： 建成 2 座世界级特大

桥，桥梁建设取得新突破；建成高速

公路 500公里以上，力争通车总里程

突破 7000公里； 新增四级航道 175

公里，高等级航道突破 1000公里。

2015年 12月 31日， 贵州省 88

个县全部通高速，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达到 5128公里，形成 15个高速

公路出省通道，高速公路总量居全国

第八位，新增高速公路里程居全国第

一位， 提前三年实现县县通高速目

标，成为西部第 1 个、全国为数不多

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

三创建：创建“四好农村路” 省

级示范县 10 个以上，争创全国示范

县 3 个； 创建高速公路管养示范路

段 14 条以上， 打造 “特色 + 综合

体” 服务区 6 对，完成 9 对服务区、

停车区和 28 个独立加油站改造，实

现已开通和新开通运营服务区四星

级标准覆盖率达 100

%

；创建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2 个， 县级发

展水平

AAA

级以上超过 60

%

，“通

村村” 平台村级服务站建设覆盖率

达 95

%

以上， 建成乡镇运输服务站

24个、乡镇客运站 20个。

三着力：着力降本增效，减免优

惠通行费 40 亿元以上，“

ETC

+ 无

感支付” 实现全覆盖； 着力安全发

展，安全生产实现“双下降” ，坚决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着力绿色发

展，积极推进绿色公路建设，新增及

更换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公交车比重

不低于 32

%

，新（改）建高速公路隧

道 100

%

使用

LED

灯。

另外， 据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

发布信息显示： 贵州省去年公路水

路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700 亿元，

连续 6年位列全国前三。

（本报记者 王芳）

力争通车总里程突破 7000 公里；交通投资确保完成 1200 亿元

1月 16日， 高德地图联合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未来交

通与城市计算联合实验室、 阿里云

等单位共同发布了《2018 年度中国

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在全国 50 个主

要城市中， 贵阳市虽然拥堵处于下

降状态，交通健康状况还属亚健康。

通过大数据显示，贵阳市的拥堵，主

要集中在一些地方。

最堵区域转至花溪

数据显示， 贵阳市 2018年第四

季度高峰拥堵延时指数 1.88，即高峰

出行时间是畅通状态下的 1.88 倍，

高峰平均行车速度为 25.21

km/h

。

第四季度，10月拥堵最严重，高

峰期拥堵延时指数 1.92，高峰期城

市平均行车速度 24.49

km/h

。 每一

天中，18:00是最拥堵时刻。

由于 2019 年元旦节放假，2018

年 12 月 29 日是第四季度最拥堵的

一天，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达 2.61。

总体而言， 贵阳市最堵的区域

从老城区转移到了花溪区， 早晚高

峰路上花费的时间是畅通状态下的

2.12倍。 但南明区、云岩区、观山湖

区、白云区、乌当区也有一定的交通

压力，尤其是北京路有 32 天都在拥

堵，321国道(中东段)由西向东向有

31天在拥堵。

贵阳最拥堵的道路中， 处于传

统中心城区外的比比皆是。 通勤日

早高峰中，210国道（由南向北）为

最堵，其次是龙泉苑街双向、观山东

路、宝山北路、北京东路、长江路、北

京路、金阳北路、北京西路。

在通勤日晚高峰中，兴筑路（从

宾阳大道到金阳南路）为最堵，其次

是 210 国道、龙洞堡大道、北京路、

观山东路、沙冲南路、观山西路、长

岭北路、金阳北路、321国道。

贵阳交通一直在改善

高峰时速 25.93km/h

����从高德地图发布的全国拥堵排

行榜数据看来，从 2015 年贵阳刚纳

入全国拥堵排名监测起， 排名在全

国第 5至全国第 36的位次徘徊。

由于季度、年度不同，排名变化

波动较大。 记者根据前 3 年的历史

数据分析后发现， 贵阳的交通一直

在改善。

2015 年排名全国第 8；2016 年

第一季度，贵阳全国排名也是第 8，

拥堵延时指数为 1.81，此时贵阳的

拥堵趋于稳定状态。

但 2016 年年度排名上升到了

第 5 名， 全年高峰期年度拥堵延时

指数为 1.911，高峰期平均车速只有

22.63

km/h

。 2016年底，贵阳城区交

通大动脉中环路通车， 贵阳拥堵明

显改善；2017 年的年度排名为全国

第 17名，拥堵延时指数 1.823，高峰

期平均时速为 25.93

km/h

。

交通状况在改善，那为何 2018

年贵阳拥堵排名回到了第 6 位呢？

据悉， 从 2018年 4月 21日起，

贵阳调整普通号牌限行政策，普通号

牌也可以和外地号牌一样“开四停

四”了，以前不能进入一环内的车辆，

也可以进入一环范围。 从此，符合条

件进入贵阳一环范围内的车辆增多，

贵阳城区的道路压力又开始增大。

贵阳再上拥堵榜还另有原因。

“2017年是 100个城市的排名，2018

年度依据汽车保有量、

GDP

、 城市规

模等排出了 50个城市的排名， 贵阳

的拥堵实际处于下降状态。 ”据分析

师房一多说。

第四季度《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出炉———

通过大数据 看看贵阳哪儿最堵

截至 1 月 16 日 19 时， 节后

（2 月 9 日—2 月 14 日） 贵阳始

发 列 车 客 票 预 售 情 况 为 ：

1.华东方向（上海、杭州、温

州、宁波等地）

普车:K112 次（贵阳—上海

南） 车票几乎全部售罄，K834

次 （贵阳—上海南）、K846 次

（贵阳—宁波）、K942 次 （贵

阳—温州） 部分日期还有硬座

和无座票。

动车:贵阳开往上海虹桥、杭

州东、温州、宁波、南京南等多趟

动车组二等座车票已基本售完，

一等座和商务座还有部分余票。

2.华南方向（广州、深圳、珠

海等地）

普车 :K842 次 （贵阳—广

州）硬卧紧俏，硬座和无座还有

余票。

动车: 贵阳北开往广州南的

13 趟动车中，除 G2958 次部分日

期有余票外，其他 12 趟动车车票

基本售完；G2929 次 （贵阳北—

深圳）车票已全部售完。

3.华北方向（北京、郑州等

地）

普车: 贵阳开往北京西的 3

趟普车，除 Z78次硬卧票紧张外，

K508次、Z150次余票较多。

动车:G82 次、G402 次（均为

贵阳北至北京西）， 客票较为充

足。

4.成渝方向:贵阳开往成都、

重庆的各趟普车和动车， 车票较

为宽松。

5.昆明方向:贵阳至昆明各趟

普车和动车余票充足。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1月 16日，最远可购买

2 月 14 日（猪年正月初十）的火车

票。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节后自正

月初五（2 月 9 日）开始，贵阳前往

华东、 华南等方向的火车票十分紧

俏， 多趟高铁和普铁列车车票已经

提前预售一空。

“贵州是全国民工输出大省之

一， 常年在华东和华南等地务工的

民工约有五六百万， 他们中很多都

是通过铁路出行。 ” 贵阳火车站相

关人士介绍，节前，除了待在当地过

年的民工以外，大部分从华东、华南

等地坐火车回贵州老家过年；节后，

他们中大多数又乘坐火车返岗，并

与学生、 旅游、 探亲等多股客流重

叠， 形成独具特色的节前返家和节

后返岗（校）客流高峰。

客票预售情况显示， 截至 1 月

16 日，节后贵阳前往华东和华南方

向的火车票总体高度紧张， 其中 2

月 9 日（正月初五）至 14 日（正月

初十）期间绝大部分趟次车票已经

提前售完。

据铁路部门预测， 节后自正月

初五（2 月 20 日）开始，返岗务工

流、返校学生流、返家探亲流、返程

旅游流等将在时间和方向上高度叠

加，客流将出现两轮高峰:2 月 9 日

至 2 月 18 日（正月十四）为第一轮

高峰，2 月 20 日（正月十六）起至 3

月初为第二轮高峰， 两轮高峰的客

流主要流向均为华东、华南。

贵阳火车站介绍， 抢购火车票

一定要牢记起售时间（即预售期内

最远一天列车放票并发售的时

间），其中贵阳火车站、贵阳北站的

起售时间是上午 10:00， 贵阳东站

是 15:30，龙洞堡站是 15:00，遵义、

六盘水是 13:30等等。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提前安

排好行程，尽早预订节后车票，确保

安心顺利出行。 同时，在“抢票” 过

程中， 不要相信任何所谓的第三方

抢票软件，避免带来风险和损失。

另外，从节前火车票预售情况来

看，节前一个星期（1 月 29 日—2 月

4日），贵阳始发华南、华东和华北方

向列车客流非常集中，节前客流最高

峰预计出现在腊月二十七到腊月二

十九（2月 1日—2月 3日）。

（本报记者 曾秦）

节后离黔火车票 华东华南最紧俏

正月初五至初十，大部分趟次车票已售完

节后贵阳铁路客票预售情况

本报讯 龙里县新春年货节将

于 1月 18日在龙门镇隆重开幕，活

动将以“健康年味” 为主题，集中展

示龙里产业脱贫成果， 让传统年味

焕发新活力。

本次年货节由龙里县扶贫局、

龙里县供销社（电商办）、龙里县农

工局、龙里县商贸局联合主办，龙里

县冠山街道、龙山镇、谷脚镇、醒狮

镇、洗马镇、湾滩河镇共同协办，贵

州森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

动将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 -27 日在

龙门镇举行。

年货节除农副产品外， 本土特

产、干果零食、春节装饰等百货也一

应俱全，各类零食、酒水、餐厨具、花

卉等品质百货能在这里一站购齐。

同期还将举行 “爱心义卖” 活

动。龙门镇采购产业扶贫商品进行义

卖，所获收入将全部用于扶贫捐赠。

说到吃，过年最有味道、有具气

氛的美食还数杀猪饭。小时候，一顿

飘香的杀猪饭， 让亲朋好友相聚甚

欢， 年味从热闹的饭桌上飘散整个

冬天。 你有多久没有吃过原汁原味

的杀猪饭了？年货节期间，乡村杀猪

饭盛情开放， 健康可口的年味盛宴

邀你来品尝。

宫廷舞、金狮献瑞、金猪送福、

揭龙头……年货节不仅有一系列精

心准备的节目表演， 主办方还将举

办传统游园活动， 让人们在玩乐中

寻找年味。 游走在灯市花巷， 猜谜

语、写春联、投飞镖、打糍粑、捏泥人

……传统的春节活动、 儿时的趣味

小游戏，将引爆节日的欢乐氛围。

作为贵州首个武侠主题文化小

镇，龙门镇特别注重文化体验。走进

龙门镇年货节， 仿佛穿越时空回到

了古代，古色古香的街市、古装商贩

真实还原古代市集。

（本报记者）

■新闻速递

2018年全省高铁客运量

为 3700.04万人

高铁成贵州人

主要出行方式

龙里新春年货节

1月18日开幕

我省今年将新修高速500公里

本报记者 陈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