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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快递今年春节不打烊
市民可正常收发快递邮件
市民春节期间可以正常收取快递
邮件！1 月 12 日，记者从武汉市快递行
业协会了解到，武汉地区的主要品牌快
递企业，今年春节期间快递服务不打
烊。

快递员和分拣员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快件到达站点后，也会再次消杀。
极兔速递严格督促员工科学佩戴
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每日体温检测，并
加强生产操作重点环节定期消毒。
武汉邮区中心局每天对进出车辆、
邮件、处理场地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
对中高风险地区、国际进口邮件逐一落
实消毒后再处理。严格落实封闭管理，
对进出人员进行“身份必问、体温必测、
绿码必查、口罩必戴、信息必录”。

多家快递公司表示：
春节期间不停运
湖北顺丰公共事务部负责人何向
军介绍，顺丰为消费者提供“365 天无
休”服务已持续多年，今年春节期间也
会正常提供快递服务。
湖北中通网管部经理伍军民说，湖
北中通四大转运中心及全省 197 家一
级网点，在收、转、运、派及后勤环节，初
步统计会有 4500 人左右坚守岗位。
极兔速递湖北代理区品牌负责人
郑海表示，作为拼多多平台 2021 年春
节活动的快递特约合作伙伴，极兔速递
不仅“全年无休”，同时将在春节期间为
平台商家提供额外的履约时效。
圆通、申通、韵达、百世等品牌快递
企业均表示，2021 年春节期间，继续为
广大客户提供寄递服务。
针对春节期间很多网购物品是大
件 的 情 况 ，德 邦 快 递 相 关 人 士 表 示 ，
3000 个德邦快递直营网点将在春节期
间正常营业；包括武汉在内的 48 个核
心城市的下辖区县皆可到达。
武汉邮区中心局指挥调度中心负
责人刘红波表示，已提前做好外包作业

给予员工更多激励与人文关怀

快递员整装待发。

记者金文兵 摄

人员储备，按作业区域、环节测算各工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位定员，根据邮件量动态调整用工人
数；同时抽调管理人员组成突击队，分
各物流快递企业严格按照《疫情防
批次对外协人员、突击队员进行培训， 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
做到日清班结，确保邮件时限和质量。
（第六版）》，督促员工、站点、车辆、分拨
湖北邮政相关人士介绍，已制定投
转运中心等关键节点，严格执行各项防
递保障应急预案，实时动态调度。同
控举措。
时，主动对接相关地方政府需求，进一
百世快递湖北分公司综合管理部
步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和
的黄靖宇，介绍了百世快递武汉分拨中
百姓生活物资寄运保障工作。
心的预防措施：所有操作人员均佩戴口
个别企业表示，在“春节三天年”期
罩作业，对操作场地、宿舍及食堂每日 2
间内，
可能会对服务时间予以酌情调整。 次进行消杀。在各快递网点，督促所有

多家物流快递企业表示，对于员工
的春节排班，会更多兼顾人性化。比
如，会根据春节期间的快递件量，采取
快递员轮休模式，灵活调配人员；动员
和鼓励员工在汉就地过年。
极兔速递湖北代理区品牌负责人
郑海告诉本报记者：对于愿意在春节期
间值守的员工，极兔速递按照或超过国
家法定标准给予加班费补偿。另外，还
安排诸如年夜饭、开春红包等关怀举措
来保证员工福利。
京东物流为一线员工订制了专门
的防寒口罩，并为一线员工安排了相应
的防寒补贴，以及奖励措施。京东物流
武汉古田智配站快递员董露说：
“ 去年
春节我就在岗。今年春节，我还是会留
下来值班。想网购的用户们请放心，大
年三十当天我也会送货。”
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周唯 方婧婧 肖孟翰

晴好天气未来三天继续

湖北 A 级景区和
文化场馆启动预约制

今起进入
“腊月”，春节倒计时开始

“一部手机游湖北”
上线试运行

武汉晚报讯（记者龚萍 通讯员
余乾慧）享受了好几天的晴好，本周
的好天气还有多久？三天左右！
昨 天 我 市 为 晴 天 ，早 晨 最 低 气
温-4.2℃，午后最高气温 12.6℃，温差
高达 16.8℃，午间很多人晒着太阳觉
得暖洋洋的，是冬日里难得的舒服时
光。
昨天白天，我市的气温开始明显
升高，最高温也开始突破 10℃+，体感
温度上升。根据市气象部门的天气
预报，最高气温未来两三天还将继续
升高，最高可以达到 17℃，这也是入

冬以来的最高温。
不过，周五晚间到周六，受高空
低槽东移和地面冷空气南下共同影
响，我市又将迎来新一轮“冷空气豪
华套餐”，大风大雨降雪降温天气会
到来，届时气温可能会在 24 小时之内
再次降至 0℃左右。
今日起，就进入农历的“腊月”，
腊月的到来也意味着年的脚步越来
越近，春节进入倒计时状态。腊月是
农历十二月。腊月有腊八节等习俗，
腊月三十是除夕，也是中国人最重视
的节日之一，是新旧交替的时刻，午

今天可抢除夕车票了
不同地方车次开售时间不一

夜一到，腊月就结束了，新的一年便
开始了。

武汉晚报讯（记者贾蓓）湖北 A 级旅
游景区和文化场馆分时预约管理服务平
1 月 13 日：晴天间多云，偏南风 2
台“游湖北”12 日正式上线运行。
“一部手
到 3 级，-1℃～14℃，中心城区 2℃～
机游湖北”全域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
15℃；
同时上线试运行。
1 月 14 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 2
据了解，
游客通过
“游湖北”
客户端或
到 3 级 ，0℃ ～16℃ ，中 心 城 区 3℃ ～
“游湖北”
微信小程序进行分时预约，
可获
17℃；
得智慧导览、门票预约、酒店预订、线路推
1 月 15 日：晴天，偏南风 2 到 3 级
荐、交通出行、美食购物、点评互动、攻略
转偏北风 3 到 4 级，1℃～17℃。
分享等游前、
游中、
游后全过程服务。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420 个 A 级景
区、400 家文化场馆、1.6 万家酒店、150
条旅游线路、300 个特产商品、2000 家餐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谦）按照火车票提前 30 天发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厅入驻“游湖北”预约平台。湖北将按照
售的安排，2021 年 1 月 13 日“开抢”2 月 11 日（除夕）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能约尽约”的原则，推进文旅场所预约
火车票。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常态化，让门票预约逐步成为文旅场所
昨天上午 9 点半，记者查询 12306 看到，不同地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开放管理的刚性要求。
据介绍，
“游湖北”
预约平台，
是
“一部
方和不同车次开售时间不一，
以广州到武汉为例，
普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部
速车
13一
点起售，
广州
一一
一一11一点开售，
一一一广州南出发的高铁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手机游湖北”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
北出发的高铁
一一
一一一一一14
一点起售。上海到武汉的车次也分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手机游湖北”包括“一个中心、两大平台、
“一中心”即湖北省文旅大数
13：
30、
14：
30
和
15：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30
一时间点起售。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三大体系”。
据中心，
“
两平台”
即“游湖北”平台、政府
北京到武汉的车票已开售，
记者看到大部分车次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监管决策平台，
“
三大体系”
即面向 G 端政
车票已售罄，
只有少量车次还有余票。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府部门的智能化行业监管体系、
面向 B 端
旅客可通过线上购票
（含
12306
网站、
12306
手机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客户端、95105105
电话订票等三种渠道，预售期为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企业的精准化营销推广体系、面向 C 端游
30
和线下购票
一一
一天）
一一
一一一一（含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和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客及本地居民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
车票代售点等三种渠道，预售期为
28 天）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渠道来预
一一一一一一 目前，该项目已纳入湖北省 5G 产业发展
订车票。线上也可改签乘车当日
24一
点前的其他列车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行动计划和湖北省疫后十大工程新基建
车票。全天
一一
一一一一24
一小时可办理线上退票，退票截止时间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项目，入选了科技部、省发改委重点项目
从之前的开车前
所有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25
一分钟调整为乘车站开车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库，并获得全国工业 APP 和信息消费大
人工窗口全部支持现金购票。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赛信息消费应用创新奖。

武汉市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