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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客货运输组织工作， 精准安排运输能力，实
现了客货运输平稳有序，有力保障了旅客出行和
重点物资运输。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全国铁
路发送旅客 1.11 亿人次， 其中连续 8 天单日旅
客发送量超 1000 万人次。

铁路部门精准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全国铁路
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255
列；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及时增开热门方向和
重点旅游城市间旅客列车， 日均加开旅客列车
923 列；通过动车组重联、开行夜间动车组、普速
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有效增加运力。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强化餐饮供
水、卫生保洁等基本服务，动态增加验证、安检通
道，做好市政交通、旅游景点接驳，让旅客假期出
行更加便捷高效；在客流密集处所，安排党团员
职工和青年志愿者做好引导咨询、乘降组织和重
点旅客服务，保留人工通道、现金购票，为老年人
和脱网人群出行提供便利；对 81 对公益性“慢火
车”进行提质升级，改造设备设施，优化运行线路
和站停服务，助力偏远地区群众出行和乡村旅游
发展。 各地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加
大站车消杀力度，加密消毒频次，加强测温验码，
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 （《人民铁道报》）

国庆黄金周铁路旅客运输连续 8天超 1000万人次

日前，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简称 《预
案》），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的组织机构、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应急响应、
后期处置、保障措施、监督管理等内容，推动提升
全省城市轨道运营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能力，科
学高效应对突发事件。

截至 9 月底，福州、厦门两市已开通 5 条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运营里程达 158.6 公里。 《预
案》要求，运营单位要建立健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监测体系，根据运营突发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加大
对线路、轨道、结构工程、车辆、供电、通信、信号、
消防、 特种设备、 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和环境状
态，以及客流等情况的监测力度，定期排查和消除

安全隐患，开展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及
时对可能导致运营突发事件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
研判，预估可能造成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预案》提出，突发事件发生后，运营单位必
须立即实施先期处置， 全力控制事件发展态势，
必要时及时采取车站关闭、 停止运营等手段，保
障乘客生命财产安全。

为做好应急救援和保障工作，运营单位将按
照相关要求配置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并加
强对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源运行管理的监督
检查，保障应急期间电力可靠供应。资金方面，事
发地设区市政府将为运营单位的应急能力建设
和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中国交通新闻网）

福建发布轨道交通应急处置预案

10 月 11 日至 15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
在云南昆明举行。 10 月 9 日，云南省交通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等单位在
楚姚高速公路路域联合举办“喜迎 COP15 路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媒体活动日暨路域生物多样性
楚雄科普示范园开园仪式”活动。

路域生物多样性（楚雄）科普示范园依托楚
姚高速公路建设，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批准创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园区选址以高速公
路取弃土场综合利用为切入点，以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及科普示范相结合，紧扣楚
姚高速公路路域生物多样性特点， 以万物之融、

路域之美、生态之窗三个篇章充分展示楚雄典型
生物群落特点、路域生态保护及修复技术和生态
演替规律。

园区结合滇中地区特有植物，以及还原植物
在人工干扰下发生的退变、演化过程，精心打造
了楚雄典型植被林、旱生植物群落、岩石植物群
落、杜鹃群落、山茶群落、月季群落、玉兰群落、桂
花群落等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环境。

据介绍， 该园将打造成为集教育、 文旅、展
览、社交和体验为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示范
区，为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争创成为滇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一园。

（中国交通新闻网）

云南路域生物多样性楚雄科普园开园

9 日从蜀道集团获悉，近日，在建筑智慧国
际联盟发起的国际 BIM 大赛中， 四川沿江高速
公路 BIM 项目斩获全球 BIM 领域最高奖项。

该项目为“G4216 沿江高速———在中国西南
地区应用 openBIM 的超级工程”，由蜀道集团四
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沿江宜
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四川智慧高速科技有限公
司及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获评 buildingSMART 设计组第一名，
这是国内高速公路 BIM 项目首次夺得全球 BIM
领域最高奖项。

建筑智慧国际联盟(BuildingSMART Inter鄄
national)是通过创建和采用开放的国际标准推动
建筑资产经济转型的全球权威 BIM 组织， 是全
球最权威的 BIM 行业协会和 IFC 国际标准的编
制及维护组织。

在本年度的评选中，共有设计、施工等 9 个

类别的奖项， 来自全球 20 余个国家的共计 133
个项目参赛。经多轮评选，中国“沿江高速公路项
目”与西班牙“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澳大利亚
“跨河铁路项目”共同入围决赛，最终沿江高速公
路项目获评第一名，成功问鼎。

沿江高速项目 BIM 应用基于 CCDS 数据
协同、生产辅助、交付等系统以及各方共建的建
管养一体化 BIM 应用平台，极大解决了 BIM 标
准落地应用、多人多专业协同工作、跨 BIM 平台
成果交付、全周期跨阶段数据交付、全周期 BIM
应用及业务系统集成融合等行业难题，有效的提
高设计质量、管理效率及数据价值，该项目的应
用为高速公路建设数字资产的价值转换探索了
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 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也
向世界展示了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强大的技术研
究应用和创新力量。

（中新网）

四川沿江高速公路 BIM项目斩获全球最高奖项

日前，上海海事局、上海市港航
事业发展中心、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监督局、浙江省港航管理中
心、安徽省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
中心、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监督局、泰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舟山市船舶检验中心、皖江
船舶检验局 9 家单位，共同签署“通
检互认”合作协议，标志着长三角区
域船舶检验通检互认机制试点工作
拉开帷幕。

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印发的《关
于在长三角部分区域实施船舶检验
通检互认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除
换证检验外，长三角区域内地方船舶
检验机构检验发证的船舶，在营运过
程中，可就近向长三角区域内营运地
的地方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定期检验

或临时检验，营运地的地方船舶检验
机构检验合格后， 签发船舶检验证
书、文书，各地方船舶检验机构、地方
海事管理机构、中国船级社和各直属
海事局对该证书、文书应予认可。

按照协议要求，试点时间内优先
考虑两个换证检验周期内、回船籍港
不便船舶的定期检验和临时检验；在
坚持数量基本对等原则下，集中长三
角区域地方船检优势资源，提升船检
供给服务水平，优化区域内航运营商
环境，提高船民船东的获得感。

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上海
海事局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整体协
调推进，结合小型船舶检验制度优化
与创新模式，编写宣传手册，真正方
便和服务好相对人。

（中国交通新闻网）

长三角试点船检“通检互认”

“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问题是我
们店发展碰到的最大瓶颈， 现在有了
交院老师帮忙，经营企业更有信心了，
平常碰到问题也有地方请教， 感觉身
边多了一批技术顾问。 ”听完“交院车
医生”团队的培训，丽水市莲都区佳凯
汽车维修中心总经理吕登峰说。

浙江交职院党委书记孙校伟表
示，“交院车医生”是学校在“学党史
守初心、悟思想办实事”活动中打造
的一张金名片，通过“车医生”在各地
市开展的“添砖加瓦”培育，为全省中
小微企业发展注入更多信心和底气，
赋能汽车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该院“交院车医生”团队成立两
年以来，在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
的指导下， 联合良渚街道博园社区、
浙江省汽车服务行业协会、各地市汽
车维修行业协会等部门开展技术服
务 300 余次，解决 50 余项技术难题，
受众人数达两万余人次。 “交院车医
生”团队的倡导者、浙江交职院纪委
书记王竹凌表示，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汽车学院党总支学史力行办
实事， 用心用情赋能中小微企业发
展，活动成效显著。 “交院车医生”将
进一步把活动做深做实，把技术送到
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交通新闻网）

浙江“交院车医生”服务中小微企业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出
行数量创下新高，而与此同时，也造
成了不少服务区出现排队充电的现
象。

在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记
者看到了这张高速公路充电热力图，
国庆假期有 409 个充电站出现了排
队， 占全部高速公路站点的 18%，同
比 2020 年国庆假期增长 60%。

截止到 9 月底，国内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 678 万辆， 今年以来就新增了
187 万辆，是 2020 年全年的近 1.7 倍。

为保障新能源汽车远距离出行
需求，国家电网表示将加快高速公路
充电站建设， 预计 2025 年实现东部
地区高速公路充电站覆盖率达到
80%，中西部地区达到 60%。 同时，也
将对早期建成的充电桩升级改造，在
京沪高速上开展超级大功率充电桩
建设。 （央视网）

2025 年东部地区高速公路

充电站覆盖率预计达 80%

9 月 27 日上午， 随着最后两条
钢轨在道床上铺设完成，作为环塔克
拉玛干沙漠铁路“最后一公里”的和
若铁路全线铺轨贯通， 为 2022 年开
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和若铁路为国

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 ， 线路全长
825.476 公里 ，2018 年 12 月开工建
设，连通南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与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