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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货数量增加 品种丰富多样 价格基本稳定

今 年 春 节 市 场 供 应 充 足
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商务部部

长高虎城今日在考察北京市春节市场供应及政府储备应
急保供能力建设情况时表示，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运行态势良好。

据介绍，今年春节市场供应充足。各地商贸流通企
业积极组织货源，增加节日商品备货量，备货量普遍比
平时增长 10%至 20%。北京开展蔬菜保供联合行动，增
加 货 源 上 市 量 10% 左 右 ， 冬 储 菜 规 模 较 上 年 增 加 近
30%。各地商贸企业主动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增加优
质品牌商品供应，力求商品品种丰富多样，满足城乡居
民多层次的节日消费需求。价格也基本稳定，其中，粮
食价格总体平稳，食用油价格稳中略降，猪牛羊肉及鸡

蛋价格呈现回落态势，只有蔬菜价格呈季节性上涨，但
也低于去年春节同期水平。

为确保春节市场稳定供应，商务部已下发通知，对
市场保供进行全面部署，并组成工作组对北京、福建、
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市场供应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同
时，商务部及时做好储备投放工作，会同财政部向内蒙
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定向投放中央
储备肉类 10100 吨，包括羊肉 6500 吨、牛肉 1200 吨，
向西藏地区定向投放猪肉 2400 吨；会同发展改革委向北
京、黑龙江等北方 17 个省区市投放冬春储备蔬菜。各地
商务主管部门也组织投放了肉类、蔬菜等储备。

此外，商务部还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市场日报监测制

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加大舆
论宣传力度，及时发布市场信息，稳定社会预期。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14 年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0%，仅低于美
国，居全球第二位。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1.2%，比上年提高 3 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
一驱动力。”高虎城表示，“过去一年，消费市场亮点纷
呈，信息消费强劲增长，绿色消费备受追捧，大众消费
成新常态，服务消费需求旺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将继续发挥基础性作
用，预计 2015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与 2014 年
持平。”

服 务 暖 人 心 情 满 返 乡 路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 王伟报道：“春节好，请拿
好您的通行卡，祝您一路顺风”、“春节好，一路辛苦
了，祝您旅途愉快。”温馨的语言、诚挚的微笑，京港
澳高速公路郑州莆田收费站的收费员梁满仓显得既亲切
又热情。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微笑和祝福，他今天已
经重复了 1000 多次。梁满仓告诉记者，微笑服务是高
速收费员的基本素养。一天 1000 多次的微笑，对普通
人来说可能是个挑战，但对高速收费员来说，却是必须
具备的基本功。“腰坐酸了，直一直；脸笑僵了，拍一
拍；身心疲了，深呼吸。”

莆田收费站是京港澳新乡到郑州段车流量最大的收
费站，平均每天上下站的车流量达 3 万辆左右，到了节
假日，每天的车流量还要增加近 1 万辆。莆田收费站站
长陈守立告诉记者，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节假日全部坚守
岗位，收费员每天都要在狭窄的收费岗亭里坐上 12 个
小时。

记者在京港澳高速郑东服务区看到，火红的灯笼和
祝福的标语烘托出一派喜庆的节日气氛。京港澳高速新
郑管理处经营科的赵秋涛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服务春
节出行的司乘人员，他们不仅要确保节日期间服务区加
油站、商超货源充足，还为司乘人员设立了便民服务台和
24 小时空调开放的免费休息室。农历腊月三十当天，服
务区还将为司乘人员准备免费水饺。

草原民歌《敖包相会》唱遍祖国
大江南北，而内蒙古集通铁路的千里
铁道线上，却不时上演着一场场真人
版的“敖包相会”。日前，记者来到有
着“巴林石都”之美誉的大板站，就亲
眼目睹了这浪漫而感人的一幕。

丈夫李振和是呼和浩特客运段
K1382 次旅客列车包头至哈尔滨列
车长，妻子张淑英是大板车务段大
板车站上水员，2015 年，两人迎来了
婚后的第十八个春运。虽然同为铁
路职工，可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
下，18 年来聚少离多。担任旅客列
车乘务工作的李振和回趟家得间隔

8 天，每次李振和出乘的列车停靠在
大板车站的短短 12 分钟，成为两个
人短暂的“敖包相会”。

在同事眼中，张淑英是一个名符
其实的“女汉子”。平时，除了照顾即
将备战高考的儿子和年迈的婆婆外，
作为上水员的她，一个班还要完成
16 趟旅客列车、50 多节车厢的上水
任务。其中，15 趟列车停靠时间都
在深夜，深冬的巴林草原，夜里平均
气温在零下 25 摄氏度左右，寒风中
长时间“与冰水为伍”，彻骨的寒冷如
影随形。包头至哈尔滨的 K1382 次
旅客列车是春运中的热门车次，运行

里程 1878 公里，客流量居高不下，安
全、服务、路风事无巨细，作为列车长
的李振和，样样都得操心。可每次乘
务路过大板站，他都会主动去盯控上
水工作，遇有上水管冻结，就得不停
用热水冲烫结冰部位。他和妻子一
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当听到“嗤、
嗤、嗤”畅快的上水声，夫妻二人都会
不约而同地露出会心的微笑。站停
的 12 分钟转瞬即逝，开车铃声带着
别离的忧伤急促响起，丈夫眼中充满
着对妻子的不舍，妻子的眼里饱含着
对丈夫的牵挂，那一幕便成为千里集
通线上一道浪漫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魏劲松报道：“感谢湖北经视的‘返乡
爱心专线’给我们订到了动车票，一大家子可以在老家过
个团圆年喽！”2 月 14 日一大早，来自湖北长阳县贺家坪
镇的刘君蓉一家 4 口，乘坐志愿者驾驶的爱心车，来到武
汉火车站，准备乘坐增开的 D5912 次动车回老家过年。

“所有的票都售空了，孩子太小，乘动车最便捷，本来是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拨打‘爱心专线’，没想到真的给我们把
票订到了。”

在今年的“情暖荆楚——送农民工兄弟姐妹回家过
年”活动中，湖北经视和楚天交通广播联合广东、安徽、福
建、湖南等 9 省的电视台，以及当地交通广播、公安交管
部门，构建交通信息共享平台，组成爱心接力联盟，将返
鄂的 30 万农民工通过专列或大巴的形式送回家乡。从
跨省专列、大巴到省内专列、长途大巴再到爱心车队的无
缝对接，从中转地武汉到地、县、乡的全程接力，农民工兄
弟姐妹们被安全地送到家门口。与他们一路相伴的，还
有湖北省总工会等多个部门为他们准备的新年礼品。

这是湖北广播电视台连续第四年联合多部门发起
“送农民工兄弟姐妹回家过年”活动。今年，活动在服
务、规模、影响力等各方面都比往年进一步提升。除专
列外，大巴线路在原有仙桃、荆州、枝江、宜昌、建
始、恩施、利川等线路基础上，新增襄阳、十堰、红
安、麻城、黄梅等线路。大巴线路送农民工时长为一个
月，充分满足农民工需求。同时，从送农民工兄弟姐妹
回家，到组织推出年后的春风行动 （求职）、专场主题相
亲、团购与法律维权、关爱留守儿童专场等活动，切实
给农民工兄弟姐妹送温暖、送实惠。

湖北开展“情暖荆楚”活动

爱心接力助30万农民工回乡

河南高速收费站推出多项便民措施

微笑服务温暖司乘人员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曹应森报道：连日
来，农村集市处处呈现欢乐热闹的气氛，农资市场也
一派繁忙景象。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瑞
丰农资经销行，买了过节年货的农民，还要来这里购
买一份春耕农资“年货”。瑞丰农资经销行负责人王
继东告诉记者，年前店里预先储存了尿素、碳铵、磷
肥、复合肥等化肥 450吨，已经售出 100多吨。

定西安定区的一些机关单位，也为帮扶村早早
送去春耕“年货”。安定区教体局为联系帮扶的内官
营镇边家村和迎丰村贫困户送去了价值 3 万多元的
尿素，“城里的干部赶了近 100里远的路给咱送来尿
素，减轻咱老百姓春耕负担，真让人感动啊！”边家村
3 社的贫困户张国伟说。内官营镇中河村村民韩亚
军说，“这几年政府号召发展旱作高效农业，农民从
种蔬菜和地膜洋芋、玉米上尝到了甜头，种植的积极
性高了，对化肥的需求量也大了。”

在定西南川物流中心，安定区农资公司化肥配
售中心的各类化肥堆积如山。业务员朱怀军介绍
说，他们公司的化肥销售区域辐射半径为定西市的
7 县区及周边榆中、会宁、西吉等 10 多个县区。公
司从 2014 年 11 月下旬便开始大量进货，已组织供
应各种化肥 3 万多吨，公司还要采购近 12 万吨化
肥，以满足群众需求。

农资年货送到家

本报讯 记者单保江报道：春节临近，山东寿光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接到的蔬菜订单比往年多了不少。

2 月 15 日，桑华周还在忙着组织人员将蔬菜打
包、装箱、外运。网上接来的蔬菜订单，最近让他们
忙得不可开交。桑华周是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道桑
家村村民，多年来，村民一直是地里种菜，市场上销
售。他们组建了桑盛蔬菜专业合作社，专业化生产
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但卖菜还是靠跑市场。后来，
寿光团市委的工作人员来到合作社，帮助他们成功
入驻善融商务电子平台。键盘一敲，很快就达成了
第一笔交易：网上卖出了 5 箱蔬菜套盒。没多久，合
作社网上蔬菜销售开始上规模了，短短两个月，线上
交易额达 10余万元。

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产出的蔬菜都贴有二
维码，质量可以追溯。上线后，蔬菜销售一直保持五
星好评，“回头客”越来越多。临近春节，他们接到了
一笔 45 万元蔬菜订单。桑华周说，现在，我们合作
社也在淘宝网开设了网店。

记者来到寿光燎原公司。燎原公司以生产有机
蔬菜闻名，在电子商务上是老手了。他们投入 200
多万元成立了电商业务部，建成了燎原网上绿色商
城，并通过天猫、1688 等电商平台进行推广，不断扩
大生鲜宅配业务。目前，该业务已在山东、北京、天
津、辽宁等地铺开，形成了一条“生产种植—采摘加
工—物流配送—市场销售—安全追溯”一条龙式的
运作模式。

网上订单业务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种营销模式，
在寿光蔬菜电子交易市场已运作成熟。中心根据客
户订单，定量从卖方客户收菜，集体外运，在方便买
卖双方的同时，也为中心创造了利润。记者在这里
看到，一打开该市场主页，各种瓜果蔬菜购销信息及
果菜图片清晰地展现出来，网上还有蔬菜行情及价
格预测等信息。

村民网上销菜忙

站台上的“敖包相会”
本报记者 罗 霄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何汪维报道：隧道除冰是
铁路供电部门冬季确保运输安全的重点工作之一。与前
几年防冰打冰工作相比，今年春运期间，西铁宝鸡供电段
的防冰工作显得有些“轻松”。

西安铁路局宝鸡供电段管内，山区铁路占全段管辖
线路里程的 78%。在严寒条件下，山体的漏水极易造成
供电设备结冰，从而引发线路跳闸断电，给运输安全造成
很大影响。为确保行车安全，除冰人员几乎每天要除一
次冰，天寒地冻雨雪多时，每天甚至要除 3 至 4 次冰。由
于隧道内湿滑，人工除冰特别是夜间作业还存在人身安
全隐患。

今年，该段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开展研究攻关，将
隧道堵漏与融冰整治相结合，投资 98.8 万元，与西铁科
研所共同研发了隧道智能融冰装置。该装置安装在隧道
漏水结冰地点，实时智能温度控制，在漏水处温度达到 2
摄氏度以下时，装置自动启动进行加热，温度达到 17 摄
氏度以上自动关闭加热功能，从而达到消除冰患的目的。

今年，宝鸡供电段已在管辖内的宝中线、陇海线宝天
段、宝成线 12 座重点隧道安装该融冰装置 108 套，有效
减少了除冰驻点。目前，该套装置效果良好，顺利通过了
西安铁路局科技成果审查，宝鸡供电段已在管辖范围内
进行全面安装使用。

西安铁路局新添智能融冰装置

今 年 春 运“ 不 打 冰 ”

左图 春运期间，青藏铁

路线列车乘务员为旅客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图为乘

务员在表演歌舞《火车开到日

喀则》。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右图 春节将至，在境外经商、务工的中

国公民陆续返乡，广西公安边防总队东兴边

检站采取开设专用通道等措施，方便境外返

乡旅客。

图为边检官兵正在引导返乡旅客通关。

吴龙燕摄

上图 2 月 15 日，在北京

西开往福建龙岩的 K571 列车

上，列车长卢荣和旅客一起挂

灯笼、贴春联。当前正值春运

客流高峰期，列车车厢装饰一

新，乘务员为旅客们送上歌曲

弹唱、有奖竞猜等各类节目，并

赠送新春福字等，让他们享受

满载爱心的归乡旅程。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版编辑 刘 亮 管培利

更多 2015 年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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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大楼中心的科戈德
庭院内洋溢着中国羊年春节浓浓的年味，由中国驻
美国大使馆与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欢乐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在此举行，吸
引了上千个当地家庭前来参加，中国传统的舞狮、提
线木偶、皮影戏、手工艺制品展示等活动受到人们热
烈欢迎。

步入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大楼中心的科戈德
庭院，眼前到处是高挂的中国结、红灯笼、年画，耳边
也响起欢快的迎春曲调，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
勾勒出浓厚的春节氛围。

据活动主要组织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处
公使衔参赞李鸿介绍，随着中国春节文化在全球的
不断普及，春节活动形式越来越丰富和多元。“欢乐
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去年首次在史密森美国
艺术博物馆举办，今年是第二次举办，标志着“欢乐
春节——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正在走向常态化，这
是中国春节文化与美国主流艺术机构的成功牵手，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类似活动出现。

“欢乐春节——中国新年
家庭日”在华盛顿举行

图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员在“欢乐春节——

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上表演舞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