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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四個多月調試，哈大高鐵8日起進入全線試運行狀態，預計年底正式開通。自
2007年開工建設的哈大高鐵全長921公里，是世界上第一條高寒地區設計時速在350公
里的高速鐵路。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八日電】

七億大出遊彰顯運力增長

哈大高鐵是中國中長期鐵路規劃網中 「四縱四橫
」高速鐵路網當中的一縱，也是京哈高鐵的重要組成
部分。

南北貫通10市24站
南起遼寧省大連市，北至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縱

貫東三省，全線營運里程921公里。全線由南向北，
經過大連、營口、鞍山、遼陽、瀋陽、鐵嶺、四平、
長春、松原、哈爾濱 10 個城市與大連站、瀋陽站、
長春站、哈爾濱站等 24 座車站。哈大鐵路客專總工
趙世運表示，通過建設和試運行，哈大高鐵的總體質
量情況能夠滿足哈大設計要求，它的基礎設施按照時
速350公里行車設計和建設，同時許多沿線車站由原
有車站改造而成，方便乘客換乘。

正式運營後，從大連至哈爾濱將用時3個多小時
，大連至瀋陽僅用 80 分鐘，而此前兩地即使乘坐特
快列車也需要四個多小時。哈大高鐵正式開通後將大
幅提升東北地區的客運通暢程度，同時釋放哈大線既
有貨運能力，增大東北地區出海大通道規模。

可抗零下40度低溫
哈大高鐵試運行及開通採用的是CRH380B型高

寒動車組列車。列車編組8節車廂，適應環境溫度零
下40攝氏度至零上40攝氏度，同時增強了抗風、沙
、雨、雪、霧等惡劣天氣能力。

此前，內地動車組列車只能適應零下 25 攝氏度
到零上 40 攝氏度之間的環境，在東北地區運營的最
快時速為200公里。

得知中國要發展高寒高鐵的消息後，這三條線路
高寒動車組的開發商通過申請專利、加大保密等方式
，防備高寒動車組技術被中國模仿或複製。在沒有經
驗可借鑒，沒有技術可引進的情況下，中國高寒高鐵

完成了從 「中國製造」到 「中國創造」的轉變。
儘管高寒動車組的研製方向為哈大高寒高鐵，但

由於其具備零下40度到零上40度之間的運行能力，
使得CRH380B型高寒動車組也是我國目前惟一能從
哈爾濱直抵深圳、貫穿南北的高速動車組。

哈爾濱西站盡顯人性化
【本報記者張春寧、實習記者陳巖宇哈爾濱八日

電】作為哈大高鐵的起始站，哈爾濱西站位於哈大高
鐵最北端，為全新建設的鐵路特大型客站，集運輸生
產、旅客服務、市政配套等多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客運
交通樞紐。記者發現，大廳中橘紅色的外牆裝飾和紅
色座椅都是結合哈爾濱地方特點選擇的，在寒冷的冬
季讓來到西站的旅客感受紅色帶來的溫暖。站台出站
口的台階則採用麻面大理石，為了旅客在冬季乘車不
會滑倒。另外在售票大廳有3台自主售票機，旅客可
用銀行卡或現金自主買票。

記者進入站台內看到，一列從長春方向駛來的試
運行動車駛入哈爾濱西站。據工作人員介紹，該車將
在大約半小時後再次啟動繼續測試運行。走進嶄新的
一等車廂，一排設四個座位，座位亦可360度改變方
向。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八日電】由中國北車集團專供，
總價值 80 億元的 40 列 CRH380B 型高寒動車組將在哈大
高鐵正式開通後擔任運營任務。早在試運行前，北車集團
生產的世界首列時速400公里高速綜合檢測車，世界精度
最高鋼軌打磨車已經在哈大高鐵上初露鋒芒。

北車集團長客技術中心高寒動車組負責人楊弘表示，
擔任哈大高鐵運營任務的CRH380B型高寒動車組能在零
下 40℃至 40℃的環境中運行，是內地唯一能從冰城哈爾
濱南北貫穿直抵深圳的高速動車組。

CRH380B型高寒動車組整車完工後，除了在線路上
進行各項性能的形式試驗，還於隆冬的時段在長吉線進行
了低溫運行採暖試驗，在齊齊哈爾低溫試驗站完成了低至
零下40度的環境中靜止低溫採暖試驗，進一步驗證了高
寒動車組的低溫運行性能的可靠性。

楊弘介紹，高寒動車組面臨的最大難題並非臨近零下

40 度的極限低溫環境，而是暖濕氣流交換之際產生的
「冷凝水陷阱」。特別是列車在零下10度到零上10度之

間的暖濕氣流交換運營時，除了車體下部的細小冰塊會融
化外，車體設備以及管路之間還會產生冷凝水。冷凝水的
產生則可能導致電氣原件發生短路或損壞，影響列車運行
。這對高度智能化的高速動車組來說，影響更為顯著，
「歐洲之星」屢屢發生的 「凍僵」故障大多源於這一原因

。而CRH380B型高寒動車組在研製上採用了特殊的材料
和設備，成功跳出了 「冷凝水陷阱」。

此外，為確保哈大高鐵的乘坐舒適度，長客股份公司
借鑒國際上的先進標準，並結合中國人體適應溫度的特徵
以及中國人均散熱低於西方人的特點，確定了CRH380B
型高寒動車組的熱工設計參數並將車廂溫度設計為人體最
佳適應的22度。

國產動車不懼高寒

中國有句俗語叫
「腳踏旺」，意指凡

是人多的地方就會生
意興隆。據中國商務

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8天長假中，中國重
點監測零售和餐飲企業銷售額約 8006 億元
，同比去年增長約15%左右。

接受採訪的專家表示，在目前中國經濟
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背景下，這個數字已經
很不錯。但相較去年和前年黃金周期間這一
數字的增長幅度而言，今年的增速顯然是放
慢了。這說明，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
馬車中，消費的提振作用仍要繼續加強。

2010 年和 2011 年黃金周期間，全國零
售和餐飲行業實現消費品零售額分別同比增
長 18.7%和 17.5%。而且，這兩年的黃金周
比今年的少一天。

「今年中國整體經濟形勢不佳，是導致
消費者相較於去年和前年而言整體消費意願
和消費能力減弱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民大
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晉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今年一、二季度 GDP 增速為 8.1%和
7.6%，而去年同期 GDP 分別增長了 9.7%、
9.5%。

王晉斌強調，在大環境不佳的情況下，
消費領域依然取得15%的增速還是很不容易
的，這主要得益於政府的短期刺激計劃。譬
如，今年黃金周最引人注目的高速公路免費
政策，就直接帶動了異地旅遊發展，與此相
關的住宿、餐飲消費也會提升，進而帶動整

個消費需求旺盛。
此外，今年一、二季度居民收入增長比較樂觀，高

於 GDP 增速，這也是這個黃金周能有超過 7 億人次願
意出行的一大原因。因此，在今年黃金周的消費帳單中
，旅遊休閒消費的表現最為強勁。

投資、出口、消費這三駕驅動經濟增長的 「馬車」
中，最具強勁性和可延續性的依然是消費。擴大內需特
別是消費需求是中國經濟長期較快發展的根本立足點。

在中國政府已經確立 「穩增長」為當前宏觀經濟調
控 「當務之急」的背景下， 「擴大和鼓勵消費」正在成
為政府對宏觀經濟微調中的重要措施。

但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98222 億元，同比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1.2%，增速
比一季度回落 0.4 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 2.4 個百
分點。加強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依然任重道
遠。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要想振
興經濟，首先要提振消費。而要提振消費，短期來看，
要繼續推行財稅改革，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改善民生，
尤其要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中長期看，要盡快推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專家們預計，中國經濟仍在 「築底」的過程中，並
將在今年第四季度有所表現，在政府一系列刺激消費的
政策帶動下，消費數據也將有明顯起色，而不僅僅是節
慶假日的短暫狂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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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部八日稱，首次實施的重大節假日小客車
免費通行政策首戰告捷，但是民間卻有着不同的聲音。

在上海生活的白領楊潤昕度假返工第一天，就和周
圍的朋友談論起黃金周開車出遊的見聞。他說，高速公
路行車出遊總體還算順暢，唯一的不足是在服務區加油
排隊要等很長時間，而且加油站限量每車只能提供至多
200元人民幣的汽油。楊潤昕是剛剛過去的黃金周中，
內地逾億名享受到高速公路免費通行新政福利的一員。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有時候也需要為之付出代價
。在長假初期的幾天，全國部分高速公路開始大堵車，
市民抱怨不斷。更令人感到傷感的是，公安部最新數據
顯示短短的 8 天時間裡，有近 800 人命喪途中，多達
2473 人受傷，直接財產損失 1325 萬元。廣西壯族自治
區公安廳交警總隊長韋寧賢說，今年 「黃金周」恰逢國
慶、中秋，車流量明顯增加，一些司機急於超車，或者

不停變換車道，極易誘發交通事故。
在巨大的損失面前，在官方的 「成功」論外，民間

的輿論場也開始逐漸發酵。有北京網友說， 「這還算告
捷？要不別免，要免總免，還完貸款本就該停收了，造
成蜂擁出動，這不能算是告捷。」另有陝西網友反問道
， 「交通擁堵高速變成了蝸牛爬行，耽誤了多少人的時
間？旅遊景點人滿為患，旅遊質量如何？」

不過，更多的人則用理性的眼光看待高速公路免費
新政。一名網友稱， 「國家強盛了，越來越多惠民政策
出台絕對是惠及大多數人，此次出台政策就是最好的證
明。有些負面情況出現應是正常，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
負面現象而否認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網友紛紛
認為，政府應該持續檢討現行免費政策，改善服務質量
，令更多人享受還利於民的好處。

【本報北京八日電】

官民爭議首戰告捷
本報記者 李 理

CRH380B型列車技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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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高寒動車組系統集成、系統兼容技術。

首創基於高寒條件下高速動車組空調採暖與車輛隔熱保溫等系統的綜合節能技術。

內地首創開發出密封的設備艙，解決了車下設備艙防雪密封問題。

首次集成開發出密封型前端模塊和耐低溫的自動車鈎。

首次開發出耐低溫內風擋。

首次研究出給水和排污設備的耐低溫設計技術，解決防凍結冰問題。

開發出適用於高寒環境的受電弓、牽引變壓器、牽引變流器、輔助變流器、蓄電池箱等電氣大部件低
溫適應性問題。

採用冷凝水防護結構，輔助系統採用供電控制優先控制以及低溫環境潤滑介質選型等技術問題。

制動系統採用了風源裝置低溫啟動技術、管路系統冷凝水處理技術、管路系統低溫密封技術、低溫環
境下制動裝置精度及可靠性技術以及基礎制動低溫防護技術。

將高速列車試驗分析與聲學結構優化相結合，有效控制了高寒動車組的車外輻射噪聲和司機室、觀光
區的噪聲，創國內同速度等級噪音最佳低指標。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交通運輸部8
日披露，在8天黃金周期間，全國公路水路共運送旅客
6.6億人次，同比增長8.8%，甚至超過了春運，相當於
中國一半人口東南西北大流動了一次。其中，全國公路
完成客運量 6.47 億人次，日均達到 8087 萬人次，日均
客運量創歷史新高。

自駕車出遊規模震撼
黃金周期間，又逢中國首次實行小客車高速免費通

行，長假首日（9月30日）自駕車出遊 「規模震撼」，
多條高速都傳出 「史上最堵」的消息，堵在路上的人們
紛紛下車活動，有做廣播操的，有踢毽子的，還有溜狗
的，而大多數人則是在無奈地等待。

統計顯示，長假免費通行首日中國道路運輸旅客量
達8560萬人。

針對長假前期中國路網運行情況及有關方面反映，
交通運輸部10月3日作出決定：4日12時起對符合免費

政策的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車不再採取發卡措施，各收費
站對免費車輛抬桿放行。

7日午後開始，各省（區、市）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結合本地區高速公路網規模與布局情況，考慮交通流量
和擁堵狀況等因素，陸續開始恢復發（收）卡措施，確
保了免費通行政策的平穩過渡。

公共交通未受影響
未受高速免費影響，鐵路客流仍創新高。鐵道部稱

，9 月 27 日至 10 月 7 日，中國鐵路共發送旅客 8033 萬
人，同比增長13.4%。

值得一提的是，雙節第一天，中國鐵路發送旅客
914萬人次，同比增長5.3%，創鐵路客運發送量歷史新
高。30日，中國鐵路共開行客車4374列，運輸秩序平
穩有序。

另據北京鐵路局消息，長假期間北京鐵路局旅客發
送量累計達到905.76萬人，同比增長12%。京滬高鐵旅
客發送量日均達到7.5萬人，同比增長74%。

中國民航局統計顯示，黃金周8天，民航運送旅客
760萬人次。比去年國慶假期增長27%，平均客座率達
64%。9 月 30-10 月 7 日，民航總體運行平穩，共保障
國內外航班77800餘班。

在水路方面，各地共投入 1.55 萬艘客船、70 多萬
個客位，全國主要地區水路旅客運量共完成 1340 萬人
次，同比增長12.8%。小客車免費通行政策的實施帶動
了島嶼、海峽間的水路汽車滾裝運輸快速增長。據統計

，全國重點水域汽車滾裝運量累計完成 11.8 萬輛次，
同比增長30.1%。其中，渤海灣、瓊州海峽地區滾裝車
運量分別完成1.43萬輛次及5.91萬輛次。

官方表示，綜合運輸體系的不斷完善，使得黃金周
期間道路旅客運輸呈現出中短途旅遊觀光和探親訪友客
流為主、長途客流為輔的特徵。今年國慶長假期間這一
特徵表現明顯，中短途旅遊客運量相比往年快速增長，
中短途旅遊客運運力趨於飽和。

▲高速免費政策與鄭武高鐵的開通，有力刺激了河
南旅遊市場。黃金周期間，河南旅遊收入逾200億
元 新華社

▲雙節長假全國鐵路發送旅客6095萬人次。這是旅
客在成都火車站準備乘車 新華社

▲哈爾濱西站及站前下沉廣場▲哈爾濱西站及站前下沉廣場 新華社新華社

▲CRH380B型高寒動車組駕駛室內部 新華社

◀工作人員走過哈爾濱西站候車大廳 新華社

▲世界首條高寒地區高速鐵路哈大高鐵8日開始試
運行 新華社

▲動車內一等車廂座席 新華社

（本報記者宋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