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火车票已预售13万张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火车站获悉，

据初步统计，自今年 1 月 3 日开始预售

春运火车票以来，截至 1月 14 日，12 天

中，该站下属贵阳、贵阳北、贵阳东三大

火车站已累计预售春运火车票超 13 万

张（含 12306官网、手机客户端、窗口等

6种正规渠道），日均售出 1万多张。

统计显示， 三大站售出的 13 万多

张春运火车票中，贵阳站售出的普铁票

约占 20%， 贵阳北站和东站高铁票占

80%。

截至 1 月 14 日，预订节前、节后春

运火车票还有几个节点:

� � � �节前，1月 15日， 最远可预订节前

客流极高峰—1月 29日（腊月廿七）火

车票；1月 17日， 最远可预订节前最后

一天—除夕 1 月 31 日 （腊月廿九）火

车票。

节后，正月初四、初五、初六（2月 4

日、5日、6日）为节后首个出行高峰，其

火车票分别于 1月 21 日、22 日和 23 日

起开售；正月十六（2月 16日）开始，节

后第二轮出行客流高峰将启动，其火车

票于 2月 2日起开售。

据贵阳火车站介绍，1 月 17 日（下

周一），2022 年铁路春运将拉开帷幕，2

月 25 日落幕，共计 40 天，其中节前 15

天，节后 25天。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贵阳、贵阳北、

贵阳东等车站设置一米排队线；强化售

票窗口、候车室、卫生间等处消毒频次；

加强志愿者服务， 引导旅客快速购票；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营造安全出行的浓

厚氛围。

针对春运购票和出行，贵阳火车站

发布三项提示:

� � � � 1、 购票一定要选择铁路 12306 官

网 、12306 手 机 客 户 端 、 电 话

（95105105）、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

代售点等正规渠道，避免通过第三方非

正常渠道购票带来信息泄露、捆绑加价

等风险。

2、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一定要提

前规划行程，尽早购票。 乘坐火车至少

要提前 1 小时抵达车站，为测温、验码、

进站、安检、候车、检票和上车等环节预

留足够时间。

3、春运期间客流量大，铁路部门将

从严从紧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严防

疫情通过铁路传播。请旅客们全程正确

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扫描贵州健

康码；妥善保管铁路电子客票信息和购

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确保安全健

康出行。（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贵阳三大火车站：

14 日，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报，未来

3 天，贵州受静止锋天气及补充冷空气

影响，全省多低温阴雨天气，16 日更有

冷空气补充影响，省的中北部地区夜间

有雨夹雪或小雪天气，地势高处有道路

结冰。

预报显示，今明（14 日、15 日）两

天，受云贵静止锋影响，贵州全省各地

维持低温阴雨天气， 地势高处多雨雾；

15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受南支槽和冷

空气补充影响，中北部地区夜间有雨夹

雪或小雪天气， 地势高处有道路结冰，

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

16 日夜间， 省的中北部气温将下

降，请公众注意防寒保暖，出行前关注

最新天气预报，请行业单位提前做好道

路结冰和凝冻的应对准备工作。

具体预报为：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

天， 省的西部边缘地区阴天转小雨，气

温下降，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中西部

地势高处有雨雾；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

天， 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有小雨，（威

宁、赫章、六盘水、大方、纳雍、织金、黔

西等地）地势高处有雨夹雪或冻雨，省

的东部、 南部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

（罗甸、黎平、锦屏等地）局地大雨，其

余地区阴天有小雨，中西部地势高处有

雨雾；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 全省阴

天有小雨，中北部（贵阳、安顺、遵义、

石阡等地）有雨夹雪，西北部（威宁、赫

章、六盘水、纳雍、织金、黔西、息烽、修

文、开阳、瓮安等地）有小雪，南部边缘

有中到大雨，中北部地势高处夜间到早

晨有道路结冰。

贵阳市具体预报为：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到早晨局

地有雾，主城区气温 4-7℃； 15 日夜间

到 16 日白天，阴天有小雨，主城区气温

3-5℃；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小雨转

阴天间多云， 夜间北部地势高处有冻

雨，主城区气温 2-9℃。

郑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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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4 日，记者从贵州省气候中心获悉，2022 年

春运期间（1 月 17 日 -2 月 25 日）我省平均气温除省之

西部略高，比往年同期高 0.1-1.0℃外，其余大部分地区

同比偏低 0.5-1.5℃；降水量除省之西部地区略少 1-2 成

外，其余大部地区偏多 2-5成；雪凝天气偏重。

气温上，预计春运期间（1 月 17 日 -2 月 25 日）毕节

市大部、 六盘水市大部和贵阳市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在

1.5-.0℃之间；黔西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及黔东南州南

部在 8.0-3.0℃之间； 省内其余区域介于 5.0-8.0℃之

间。

降水上，预计春运期间（1 月 17 日 -.2 月 25 日）降

水量为 10-25 毫米，除省之西部地区略少 1-2 成外，其余

大部地区偏多 2-5成。

省城贵阳预计春运期间平均气温为 4.0-.0℃， 较常

年同期偏低 0.5-1.5℃；降水量为 35-50 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多 2-5成。

同时，贵州省气象局发布降温降雨（雪）天气过程预

报：预计春运期间（1 月 17 日 -2 月 25 日）主要有 6 次降

温降雨天气过程，大致出现在 1 月 23 日 -25 日(强度偏

强)、1 月 27 日 -29 日（强度中等）、2 月 3 日 -5 日（强度

偏弱）、2 月 8 日 -10 日 （强度中等）、2 月 13 日 -15 日

（中等偏弱）、2 月 18 日 -20 日（强度中等），上述时段可

能出现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凝冻灾害方面， 预计春运期间 （1 月 17 日 -2 月 25

日）凝冻灾害整体略偏重，其中省的西部、北部、东部及省

中部地势相对较高处凝冻日数接近常年略偏多， 凝冻出

现日数大部分为 5-20 日，除省西部凝冻灾害接近常年略

偏轻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凝冻灾害较常年略偏重。

重点关注及建议：

春运期间气温波动较大，多低温阴雨天气，容易引发

感冒和各类呼吸道疾病， 需防范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叠加影响；

预计春运期间有 6 次冷空气过程， 并伴随低温阴雨

天气，需要注意增添衣物，防寒保暖以及交通安全，同时

需注意用电安全并做好电力保障工作；

大部地区气温相对较低， 需预防道路结冰和凝冻对

交通出行、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省大部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但仍需注意低能

见度天气对公路、民航、水运等的不利影响，以及燃放烟

花爆竹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省的西南部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需加强森林火

险防范工作。

（陈早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春运期间 我省雪凝天气偏重

大部分地区比往年同期偏低 0.5-1.5℃，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贵州这个周末降温降雨还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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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购买车票

观山湖雪景（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