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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优惠票不再以身高为标准，14 周岁前
均可购买优惠票；学生优惠票不再规定乘车时间
限制……1 月 7 日，春运启动，这也是新版《铁路
旅客运输规程》 实施后的首个春运。 “新规实施
后，我们在站内安排了志愿者，做好宣传工作，还
成立党员团员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队伍，为旅客
提供优质服务。 ”广东省广州南站团委书记尹嘉
介绍。

据了解，铁路新规实施后，旅客可享受的优

惠更多。分段购买的出发地至目的地间可联程接
续的多段车票，如因一段行程中的列车晚点或停
运，后续的联程车票可一并办理退票，并免收退
票费；旅客办理补票、变更等客运业务时不再收
取手续费。学生旅客可凭附有标注减价优惠区间
和火车票学生优惠卡的学生证，在每学年任意时
间，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实习地点）所在地之
间 4 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现在我们使用学生优惠票更加方便了。”寒
假在广州实习的大四学生唐
同学说道。在广州南站、广州
站、广州东站、深圳北站等火
车站， 学生票可通过售改退
一体机进行自主核验， 大力
提升了学生旅客出行效率。

同样满心欢喜登上返乡
列车的还有吴女士。“新政策
太好了， 我儿子现在又能享
受优惠了。”吴女士在广州务
工，今年打算带着 11 岁的儿
子坐高铁回老家湖南怀化。
男孩身高过了 1.5 米线 ，仍
能继续购买优惠票让母子两
人十分高兴。

（《中国交通报》）

铁路新规优惠多 广州铁路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1 月 7 日，2023 年春运拉开序幕， 南航集团
（含厦航） 在春运期间计划执行航班超 10 万班，
日均计划航班量近 2800 班。

其中，南航国内航线安排春运加班近 10500
班；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方面，南航计划在广州
至悉尼、墨尔本、奥克兰、曼谷、胡志明等航线，北
上广、 东北至日韩航线上每周加班超 200 班，国
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线每周总计划航班量将达到
373 班。

春运期间，旅客出行热点航线主要集中在北
上广深往返中部、西南等返乡线、海南岛热门旅
游线以及部分冰雪游航线。 为保障旅客出行，南
航在北上广深市场安排加班超 4280 班， 总航班
量超 5.5 万班； 在海南市场安排加班超 800 班，
保障海岛游旅客温暖欢聚；在冰雪游航线安排加
班超 200 班，包括新开广州、北京大兴往返长白
山等航线，助力旅客开启冰雪之旅。

据了解，自 1 月 8 日起，南航将恢复国际航
班无成人陪伴儿童/青少年、各类老人服务（含无
陪老人服务）、小动物托运等服务，为旅客提供快
捷便利的服务体验。同时，重新开放自助值机、自
助托运服务，加强现场服务引导。 行李提取区域
重新启用行李查询移动柜台，做到“服务向前一
步”，把服务送到旅客身边。 针对轮椅旅客、携带
婴儿等特殊服务旅客划分专属休息区域———“红
棉畅行”服务专区，让旅客出行更舒心。

此外春运期间，南航还将在广州推出“小南
带你飞·首乘无忧” 系列服务， 将设立首乘服务
站，为第一次乘坐南航国内航班的旅客提供全流
程保障；在空中服务方面，推出“木棉相伴·春暖
归家”系列主题航班，对全公司所有客机的客舱
进行装饰布置， 展现中国风元素和春节特色，辅
以新春登离机音乐和特别灯光效果，营造喜庆祥
和的节日氛围。 （《中国交通报》）

2023年春运南航集团计划投入航班超 10万班

据 “上海市场监管” 微信公众号消息 ，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 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不再对入境
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上海市
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疫情管控措施将有哪些改变？

01 取消本市“第一存放点”和中转查验库管
理。 取消本市进口冷链食品“三点一库”闭环管
控，对从上海口岸入境，且未经海关消毒的，直接
进入本市储存、生产、销售的进口冷链食品，不再
实施中转查验，不再要求进入本市“第一存放点”
进行“六面消毒”和采样核酸检测。

02 取消从上海口岸入境的进口冷链食品提
货预约管理。 从上海港区提货前，不再通过上海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约冷库。

03 取消“第一存放点”冷库企业高风险岗位
从业人员集中居住闭环管理。 “第一存放点”冷库
企业中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的搬运、装卸、消毒
等从业人员不再作为高风险岗位人员， 不再实施
两集中的闭环管理要求，不再每日开展核酸检测。

04 取消对市场流通环节进口冷链食品开展新
冠病毒风险监测。 不再对进入本市销售的进口冷
链食品及其外包装开展新冠病毒风险监测工作。

05 取消本市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对进口冷链
食品查验消毒证明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要求。
对进入本市生产经营企业的进口冷链食品，不再
查验包含产品批次信息的消毒证明和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不再实施“三专”管理（专用通道、专区
存储、专柜销售）。 （中国青年网）

上海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疫情管控措施全面取消

1 月 9 日，菜鸟裹裹宣布，自 1
月 14 日到 1 月 27 日 （农历腊月廿
三到正月初六）， 消费者可在全国
103 个城市正常下单寄快递， 菜鸟
裹裹将继续提供优质的上门揽收服

务，基于菜鸟裹裹的补贴，消费者用
户春节寄快递不加价。 而面向合作
网点， 菜鸟裹裹也将在 “春节不打
烊”期间推出千万规模激励举措。

（现代物流产业网）

一句话新闻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高职本科
专业学士学位授予学科门类对应
表》， 高职本科物流类 3 个专业物流
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供应链管
理专业位列其中。文件明确规定了三
个专业归属的学科门类，其中物流工
程技术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现代
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两个专业授
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此次供应链管理专业的纳入，标

志着供应链管理专业正式进入高职
本科物流类专业目录，职业教育物流
类专业由原来的 16 个专业新增为
17 个专业，其中包括中职 4 个、高职
专科 10 个、高职本科 3 个，职业教育
物流类专业体系更加科学、完整。 目
前，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共设置
21 个物流类专业， 包含 4 个本科专
业以及 17 个职业教育专业。

（教育培训部）

供应链管理专业正式列入
职业教育高职本科专业目录

1 月 10 日，从闪送获悉，春节期
间， 闪送将在全国 260 座城市提供
7*24 小时的一对一递送服务。 此外，
闪送方面表示，企业春节期间成立了

“春节留守闪送员服务小组”，并拿出
1000 万元， 通过接单奖励等形式补
贴留守接单的闪送员。

（闪送）

闪送春节期间将在全国
260 座城市提供 24 小时服务

近日，据报道，法国邮政正在进
行调整服务，次日送达的“头等邮件”
服务即将取消，原因是这种服务所需
要的交通工具不够环保。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目前法
国的传统信件投递有 3 种基本类型：
次日送达的头等邮件， 使用红色的
1.43 欧元邮票；3 个工作日内送达的
邮件， 使用绿色的 1.16 欧元邮票；4
个工作日送达的邮件， 使用灰色的
1.14 欧元邮票。 不过，随着人们越来
越少使用传统邮递方式，价格最高的

头等邮件数量在法国也越来越少见，
2020 年普通家庭寄出的头等邮件只
有 45 封，2021 年更是下降到 5 封，如
今最常见的是 3 天送达的信件类型。

报道称，法国邮政打算取消最快
的头等邮件服务，因为其投递运输要
使用飞机和卡车， 而这会增加碳排
放。 作为替代，法国邮政将推出一种
1.49 欧元的“电子打印邮件”，寄信人
可以在法国邮政网站上写信，由收件
人附近邮局打印出来后投递。

（《环球时报》）

法国邮政拟取消“次日达”服务

1 月 6 日消息，中国外运所属外
运海外老挝公司携手属地合作伙伴
共同全力打造的老挝万象箱管仓储
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作为集仓储、集
拼、分拨，集装箱操作、管理、养护为
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园区，中心的投入

运营标志着中国外运中老泰国际物
流通道建设实现了又一项重要突破，
取得了新的里程碑。 当前，中心已开
始承接中老铁路到发货物的掏装箱、
货物集拼转运等业务， 迎来 2023 年
开门红。 （《物流时代周刊》）

中国外运老挝箱管仓储中心正式运营

新春临近， 广州公交集团巴士畅
捷品牌第三年推出 “年花大篷车进社
区”服务，1月 1日至 1月 20日为候乘
市民及附近社区居民提供年花服务。

本次“年花大篷车”服务时间选
址 6 个广州公交站场（天平架、罗冲
围、石化路、海珠客运站、芳村西塱、
岭南新世界公交站场） 固定设点，实
现乘客候乘期间赏花，居民家门口买
花。现场年花种类多达 40 余种，蝴蝶
兰、年桔、五代同堂、君子兰等品种任

君挑选。
此外，今年“年花大篷车”还提供

各类新春装饰，利是封、福字、灯笼串
挂饰、挥春、窗花等款式多样，市民在
选购年花的同时配套采购家中春节
氛围装饰品，更有“仪式感过春节”。
“这样的消费体验对于司乘人员和附
近的居民来说真是一份新年大礼包，
采购一次到位，省心又满意！”住在广
州天平架公交站场周边的居民说。

（《中国交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