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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樊曦赵文君 齐中熙
12 日，为期 40 天的 2018 年春

运圆满结束。40天时间里，春运见
证了约29.7亿人次行走的身影。

今年春运，行走在路上的人们
有了更好的出行体验：交通运输能
力供给大幅增加，高铁主力军作用
进一步凸显，新服务提升人们出行
获得感，春运出行安全平稳有序。

运能大幅增加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初步统计显

示，春运 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约
29.7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表示，春运期间，全国运输能力总体
适应，群众“一票难求”问题进一步
缓解，煤炭、天然气、肉禽、蔬菜等重
点物资运输总体有序。

春运期间，全国路网运行总体
顺畅。交通运输部重点监测的京沪
高速等20条重点通道，日均断面交
通量超过3万辆。

从“铁公机”三方面来看，铁路
在正常运力基础上，每天增加直通
临客 287 对，夜间临时动车组 88.5
对；公路投入客车 84万辆、2100余
万客位；民航安排加班计划 5166

班，夜间航班1万余个。
“40 天来，全国铁路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7814列，同比增加448列，
能力安排创历年之最。”中国铁路总
公司客运部副主任黄欣说。

高铁“飞速”显优势
这个春运，成都火了。
西成高铁、兰渝铁路、宝兰高

铁、渝贵铁路等新线首次投入春运，
使成渝地区的运力供给大幅增加，

“蜀道难”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以去年 12月开通的西成高铁

为例，西安到成都由过去的10多个
小时缩短到 4个小时左右，成了春
运两地走亲访友和旅游的“通勤
车”。成都车站党委副书记田小川
告诉记者，春运期间，西成高铁保持
了较高的客座率，达到79.5%。

随着高铁建设的飞速发展，“子
弹头”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凸显。
40天来，全国铁路动车组共发送旅
客 2.1 亿人次，占旅客发送总量的
57%，同比增加4.4个百分点。

去年9月在京沪高铁正式亮相
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也
扩大了开行范围。春运期间，“复兴
号”通达范围增加到 23 个省会城

市，更多旅客享受到“复兴号”优质
服务。

服务提升体验好
春运 40天，各部门坚持岗位，

加强设备巡检和维修，创新服务形
式和内容，让旅客出行获得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

春运期间，首都机场运用智慧
科技手段丰富旅客出行体验，共保
障航班 6.7 万架次，运送旅客 1098
万人次。在 1号、2号航站楼，旅客
通过“首都机场安检暂存”微信小程
序就可办理安检物品暂存手续。

交通畅行，电力保障是关键。
春运期间，各供电公司加强值班和
力量配备，为春运提供坚实的电力
保障。

走出车站和机场，“最后一公
里”的打通让归途更加顺畅。在北
京，北京公交集团在春运出行高峰
时段开通社区高铁专线，方便乘客
往返北京南站；在沈阳，沈阳南站与
公交公司联动，春运期间公交车保
证6分钟的运输频次；在广西，铁路
部门探索出“高铁无轨站”模式，使
没有高铁线路经过的山区县融入高
铁路网。

盘点2018年春运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工资是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话

题，但是你注意过自己的工资变化
吗？你历年来的工资条都还在吗？
青岛一名 77岁的退休教师把 1991
年至今27年的325张工资条整理成

《工资收入凭证汇集》。小小工资条
不仅呈现这名退休教师的家庭收入
变化，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
家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所发生的
巨大变化。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青岛市市北
区水清沟的退休教师张伟源家，老
人看上去精神矍铄，银白色的头发
一丝不乱，行动敏捷，语言表达流
利，根本看不出来他已77岁。

张伟源1962年参加工作就进入
教育系统，先后在两所中学任语文教
师。由于在学校负责过一段时间的
校报编辑和出版工作，因此他对档案
资料收集和整理特别感兴趣。2001

年，张伟源退休后便整理归档了这本
《工资收入凭证汇集》。

张伟源将 1991年至今 27年的
325张工资条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粘
贴在一个类似影集的本子上，并备
注了每年工资收入总和。

上世纪 90年代初的工资条已
经泛黄，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但细细
品味起来，却能看到不同时代的记
忆与变迁，例如粮价补贴、灭鼠补贴
等，都是特殊的“年代名词”。

张伟源说，1991年他每月工资
是 287元，到 2017年已经涨到数千
元，家庭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过去工资光应付吃穿就捉襟见
肘，根本别想攒钱。现在吃穿根本
不用计较花多少钱，也能存下钱。

张伟源1962年刚工作时，最大
梦想就是有一辆自行车，但只能想
想而已。“现在买辆汽车都没问题，
只是我们年龄大了对汽车不感兴

趣，孩子们早就都买车了。”他说。
除了工资条，张伟源保存的家

庭账本同样见证了时代变迁：1983
年主要支出是馒头、豆腐、饭票、菠
菜等，而且这一年有 3个月还出现
了负数，入不敷出；1998年，支出中
出现了猪耳、蛋糕和排骨等；2005
年，家庭支出中出现了海参。

“这些工资条是一面镜子，反映
了我的工资收入变化，从中也能看
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通家庭收入
的巨大变化，非常有意义。”张伟源
说，“这些工资条对我来说就像老朋
友，时不时拿出来聊聊天。将来孩
子们翻翻这些工资条，就能触摸到
家庭和时代的变迁。”

除了享受美好生活外，收集整
理工资条等家庭档案是张伟源退休
之后的一项工作。“现在不愁吃穿，
退休之后要有一些爱好，才能让生
活更丰富更美好。”张伟源说。

新华社贵阳3月13日电（记者 齐健）自2016年9
月 25 日落成启用以来，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中国天眼”共发现 51颗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
11颗已被确认为新脉冲星。

记者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天眼”观测基地
了解到，“中国天眼”调试和试观测各项工作进展顺
利，目前约20天左右能将可观测的天区扫描一遍。调
试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实现
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
并将继续进行细节磨合优化。

据国家天文台脉冲星搜索小组的王培博士介绍，
11颗新脉冲星中有 6颗是去年 10月确认的。“中国天
眼”提供更多的脉冲星样本，有助于天文学家和物理
学家更加系统地开展深入研究。在基础物理研究领
域，高密度高能量的脉冲星是不可替代的宇宙天体实
验室。脉冲星将来还可以替代导航卫星实施空间飞行
器的定位。

国家天文台天眼工程调试小组副组长岳友岭说，
最早在今年4月底，“中国天眼”的单波束接收机将换
装为更先进的19波束接收机，届时观测效率会大幅提
高。同时，科学家们正计划在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周
围设置若干30米至5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组成“天眼
阵”以提高分辨率，从而获得射电源更精确的定位
图像。

325张工资条折射时代变迁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王优玲）国家认监委

副主任刘卫军13日说，国家认监委将在食品消费品、装
备制造、服务业等领域推行绿色有机、智能家电、物联网
产品、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高端品质认证，满足消费升
级需求。

国家认监委与京东集团联合举办的“质量认证上京
东”活动13日在京举行。刘卫军在活动上说，2018年是

“质量提升行动年”，要发挥质量认证的基础性作用，增
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高品质生活需
求。为此，国家认监委将开展百万企业认证升级行动，
面向100万家企业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标准和方法。

此外，国家认监委还将开展“认证乱象”专项整治行
动，集中打击非法认证、虚假认证、买卖证书等行为；开
展认证服务地方行业行动，在各地方、各行业创建一批
质量认证示范区（点）和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助
力区域和行业质量品牌建设。

在活动上，国家认监委信息中心与京东集团签署质
量认证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开展质量认证数据对接校
验、获证商品监督预警等方面合作。刘卫军说，将继续
与各大电商平台、行业协会等合作推动质量认证的应
用，充分发挥质量认证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作用，增强
消费者对质量认证的认知度和获得感。

“中国天眼”已发现

11颗新脉冲星

食品消费品等领域

将开展高端品质认证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安蓓 申铖）国家发展改革委 13 日
称，2018年我国将探索租赁房屋的
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将
继续落实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
户方案，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全
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

根 据 国 家 发 改 委 关 于 实 施
2018 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
任务的通知，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落地步伐，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
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
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

业转移人口、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
进入城镇人口在城市举家落户，鼓
励对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
归国人员及技术工人实行零门槛落
户。

通知强调，中小城市和建制镇
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大城市对参
加城镇社保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 5
年，其中Ⅱ型大城市不得实行积分
落户，有条件城市要进一步降低社
保年限要求；Ⅰ型大城市中实行积
分落户的要大幅提高社保和居住年
限的权重，鼓励取消年度落户数量

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区分
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
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
和转户籍通道。

通知指出，实现居住证制度覆
盖城镇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以居
住证为载体向未落户人口提供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及办事便利。实现公
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整合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深入推进
城乡居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将符
合条件的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
范围和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

租赁房常住人口或可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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