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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水
微娜） 记者昨日从宁波轨道交通运
营分公司获悉，针对“十一”假
期，宁波地铁将于9月30日把原来
晚高峰时间 17 时至 19 时，调整为
15 时至 20 时，晚高峰期间将缩短
行车间隔。节日期间将视客流情况
灵活加开列车，并提供多项服务保
障市民、游客地铁出行。

今年国庆假期恰遇中秋，“双节”
齐至，外出旅游的市民和来甬游客会
有所增加，轨道交通沿线商家也会抓
住商机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吸引市民
前往购物消费，地铁客流将以市民购
物、短途出游、外地游客为主。

结合往年客流数据预测，9 月
30 日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正
常通勤客流与放假离甬客流叠加，
地铁的客流量将高于平时的周五。
同时，10月8日会有大量高校学生、
市民返甬，客流量较平时的周日也
会有所增加。届时，对接其他交通工
具的 2 号线宁波火车站、栎社国际
机场站、客运中心站，以及高校附近
的宁波大学站、芦港站客流量较大。
节日期间轨道交通沿线景点和商业
区附近车站 （东门口、福明路、鼓
楼、中河路、宁波火车站、城隍庙
和外滩大桥） 客流量较平日也会有
一定幅度增长，“双节”期间线网
单日最大客流量将达45万人次。

为此，10 月 1 日至 8 日，1 号
线上线列车数高峰 24列，行车间隔
为 6分 9秒；平峰 20列，行车间隔为
7 分 22 秒。2 号线上线列车数高峰
17 列，行车间隔为 6 分 13 秒；平峰
14列，行车间隔为7分33秒。

宁波地铁运营方表示，“双节”
期间列车频次与平常双休日一样，
但控制中心会密切关注客流变化。

宁波地铁运营方提醒市民，节
日期间，地铁首末班车发车时间不
变，仍为6时至22时。地铁安检执
行“逢包必检、逢液必查、逢疑必
问、人物同检”，请乘车市民不要
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及气球等危及公共安全、行车安全
的物品进站。

“双节”期间线网单日最大客流量将达45万人次

9月30日地铁将延长晚高峰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徐建峰） 铁路“十一”长假运输
从今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
11 天，铁路宁波站预计发送旅
客约 75 万人次，其中客流最高
峰将出现在10月1日，预计发送
客流突破 10 万人次，或创历史
纪录。

10 月 4 日以前，宁波至北
京、厦门、长沙、贵阳、武汉、
沈阳、西安、郑州、重庆、深
圳、广州、珠海等方向长途高铁
动车票已售罄。中短途方向，如
宁波到杭州东、上海虹桥、温州
南等方向高铁车票热门时段已趋
于紧张。长假后期的返程车票也

十分紧张。
铁路部门已经明确增开 3趟

列车，分别是9月29日至10月3
日，10 月 6 日至 8 日，增开宁波
往返杭州东 G9515/6 次 1 对，10
月 1 日至 9 日增开宁波往返武夷
山东 D4651/2 次 1 对，以及 9 月
29 日至 10 月 5 日增开宁波至重
庆 K1248 次，9 月 29 日至 10 月 9
日增开重庆至宁波K1247次。

9月5日、6日还将开行宁波
往返深圳北、广州南及珠海方向
的多趟高铁动卧。相关负责人表
示，长假期间，铁路部门还会根
据实际客流情况，实时增开宁波
往杭州、上海、南京、温州 （苍

南）、台州等方向的高铁列车，旅
客可及时关注 12306了解最新车次
变化。

截至昨日中午，通过 12306 网
站、手机客户端及 app预售的长假
期间车票已超过 31 万张，而目前
仍有29.6万张没有被取走。大客流
量将增加安检时间，为此，铁路宁
波站相关负责人建议旅客提前一个
至一个半小时到站候车。据悉，铁
路宁波站全天有 3个发车高峰时间
段，分别是：早上 6 时至上午 9
时，中午 12 时至下午 2 时 30 分，
下午 5时至傍晚 6时 30分。乘坐车
次在上述时间段的旅客，建议预留
足够时间到站候车。

铁路宁波站“十一”客流或创纪录
建议旅客预留足够时间候车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沈宁） 品美食、住民宿、游景
点、购特产、玩游戏……昨天下
午，市旅游局发布“十一”长假
旅游活动信息，为了让市民和游
客开心玩乐，各区县 （市） 精心
准备了百余项内容丰富、优惠力
度大的活动。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许
多市民选择走进大山深处或海
岛村落，呼吸新鲜的空气、品
尝美味的农家菜肴。奉化黄贤
森林公园推出吃农家土菜、住
特色土楼、游黄贤十八景、购
海鲜特产、玩大型泡泡秀等活
动。宁海依山农场带领游客去领
略旖旎的田园风光，前童古镇推

出了麦饼师大赛、宁海湾捕鱼、
柑橘采摘等活动。偏爱安静的市
民，则可以到宁波博物馆欣赏

《百年时尚：香港长衫故事》 展
览；去宁波植物园参加南瓜精灵
派对、金秋“爱之丰收季”等活
动，拥抱绿色，领略近郊畅游之
趣。

各地景区则围绕“嗨玩”做
文章。中国渔村“沙滩寻宝”活
动有趣、刺激、新奇；杭州湾海
皮岛军事童乐汇为“军迷”奉献
一场真正的视听盛宴；罗蒙环球
乐园的桑巴花车巡游，让游客在
近距离领略巴西舞娘、阿根廷帅
哥和俄罗斯小演员舞姿的同时，
还能观看狂欢舞台剧秀和多媒体

激光焰火秀。
为了给中秋万家团圆增添一份

特别的“味道”，各地准备了许多
特色文化活动。据介绍，“十一”
长假期间，宁波文化广场万人广场
将铺满七彩发光装置，让市民站在
彩虹桥上“手可摘星辰”；举办中
秋诗会，以中华传统诗词为表现形
式，上演涵盖古典神话、中秋亲
情、故乡思念和家园情怀等主题的
节目。南塘老街将举办风雅南塘·
风情旅游节、中秋风俗会、宁波老
话接龙等融传统与时尚于一体的活
动。姚江之畔的江北半浦村将举办
百人秋祭大典、望燎礼、灶神诞等
活动，带领游客祭秋、咏秋、品
秋。

百余项活动开启长假“嗨游”模式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黄梓馨） 近日，一份不明来历
的报考数据在我市及省内部分高
中学生家长群及网络中流传，声
称“2016 级全省高二学生报名参
加11月份选考有30万人，其中选
考物理的考生从以往的 7 万至 8
万余人骤降至1.2万人”。昨天省
教育考试院核查后，发现此传言
不实！

据统计，我省 2016 级普通
高中 （现就读高二） 本次报名
25.3 万 余 人 ， 与 此 前 的 2014
级 、 2015 级 报 名 人 数 基 本 持
平。高二学生本次报名，绝大部
分只选择学考，首次报名选考科
目的寥寥无几，最多的选考科目
也只有 2000 人。目前，尚无最
终确定的选考科目人数。

从今年高考选考物理考生的
实际录取看，由于选考物理的考
生选报高校专业的范围最广，选
报含物理的任何一个科目组可报
考计划最低的达 91%，因此录取
结果整体比较理想。今年录取时
选考物理的有8.9万人，占全部考

生的 36%；第一段 5.03 万名录取考
生中，选考物理的考生达59%；选
考物理的考生本科录取率为 72%，
比不选物理考生高 21 个百分点；
在 985、211 高校录取中，选考物
理的人数达到 74% （其中 985 高校
选考物理的人数达到79%）。

科目选考人数不均衡现象已引
起相关部门重视，正在研究完善办
法。新一轮高考改革，全国各省区
市 包 括 2014 年 第 一 批 试 点 的 上
海、浙江和今年新加入试点的北
京、天津、山东、海南，均实行“必
考+选考”。实行选考难免会出现学
生“避难选易”和科目之间人数不均
衡的情况。针对当前物理选考人数
下降的现象，在教育部统一部署
下，我省正在组织专家组就完善高
校选考科目要求、完善选考科目成
绩赋分办法等，进行深入科学的研
究，并将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家
长：不要轻信谣传，要保持良好的
心态，按照自己兴趣特长选报科
目，集中时间和精力认真学习复
习，争取考出好的成绩。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有关高二学生
下半年选考传言不实

9月27日下午，海曙月湖街道县学社区举办“庆中秋喜迎十九大诗词
朗诵会”，吸引了不少诗词爱好者参加。 （刘波 陈芯 摄）

社区诗会迎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