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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下午， 长沙火车站， 不少旅客在售票大厅的互联网自动取票处拿
票。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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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11点一过， 意味着一
场“全民抢票”的大戏又将拉开帷
幕。由于网络、电话等预订方式能
够“优先”买到车票，这也成为市民
春节回家购票的首要选择。 然而，
网络购票也会碰到烦心事，本报记
者就遭遇退了车票钱却迟迟不退
的这一情况。

体验：退票24天后才获退款
2012年12月13日，记者通过铁

道部官方购票网站（www.12306.
cn） 购买了一张长沙至株洲的T37
车票，票价12元，出票后因事要退
票， 但记者前往售票厅退票时，却
被告知“通过网银付款的火车票票
款将退回原付款网银账号”。 记者
最终在2013年1月5日16时才收到
网银通知，告知“消费退款”到账，
整个退款时间长达24天之久。

调查：大量网友遭遇退票难题
记者的经历显然不是个案。长

沙市民罗小姐就向记者描述了相
同的遭遇，她购买的2张票价29元
的车票，在退票成功半个月左右才
收到退票款。而网络上关于“网购
火车票退款难”的抱怨更是铺天盖
地，众网友纷纷吐槽网购的火车票
退款“难于上青天”。网友“开心lily
的乐园”就提出，“交钱买票是容易
了，可退款咋那么难收回呢？”

回应：想7日内退款需发邮件
记者注意到， 在12306网站

“购票常见问题”一栏下，就有关于
“提交退票后， 款项要多久到账？”
这一问题，12306方面的相关回复
是“提交退款申请后，按银行规定
时限退还至原支付银行卡”。 也就
是说，网站并未正面回应从提交退
票申请到最终退票款到账的相关
时限。

随后， 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
12306客服热线。客服表示，无论
是通过网络还是售票窗口办理退
票手续，都要在12306网站“网上
购票常见问题” 一栏下载退票表
格， 并发送至邮箱kyfw@12306.
cn。 只要发送了邮件， 便能在7日
之内收到退款。 如果没有发送，则
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到账。对于记
者经历的24天退款才到账的这一
情况， 对方解释称“可能是太忙
了”。

而对于“退款需要先发邮件”
的这一规定，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市
民表示毫不知情， 也有人认为是
“多此一举”。

对比：支付宝退款2小时到账
对于退款时间过长的原因，

12306客服给出“流程多，涉及环
节多”的解释。但同样是消费退款，
2013年1月1日12：00，记者使用支
付宝进行支付的一笔消费关闭交
易后，14：00便收到银行的退款到
账通知，整个过程不到2个小时，相
较之下可说是“飞速”了。

■记者 朱蓉

退火车票24天后才获退款
12306回应：想7日内退钱需发邮件

随着火车票网络、电话预售期延长至
20天，1月7日起，旅客就可以通过网络、电
话方式购买2013年春运火车票了。 截至7
日18时， 广铁集团共出售1月26日各趟车
票14.7万张。其中电话订票5.7万张（取票
2.8万张），网络购票7.5万张。

广铁介绍，春运首日车票售票情况相
对平稳， 预计今年春运的乘车高峰将于2
月1日左右逐步到来。但由于学生流、外来
工返乡流等客流叠加，1月26日前， 往成
都、达州、重庆北等方向票源较为紧张。

由于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预售期为18
天，这也意味着，9日起，旅客可在火车站窗
口和代售点直接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

【现场】
售票大厅尚无春运气息

7日14时许，记者来到长沙火车站，尽
管距离春运仅20天，但偌大的售票大厅里
并没有春运的气息，除了学生售票窗口有
些人头攒动， 其他售票窗口仅是排起短
队，甚至还有几个窗口处于关闭状态。

记者在火车站随机采访了十来名旅
客， 没有发现前来取26日车票的旅客。在
长沙打工的湖北伢子李勇说得很实在，
“电话订票提前20天，是个好事情，但是对
于我们这种打工者来说并无多大意义，我
们放假至少要到2月份去了， 现在我们根
本还没有订票的打算。”

【体验】
反复拨打半小时订到票

今年春运，电话订票延长至20天并实
现全国通取， 让电话订票饱受旅客关注。

春运购票首日， 电话订票到底成效如何？
记者进行了体验。

15时14分，记者先用座机拨打订票电
话95105105，电话正处于繁忙状态，记者
立即挂断，又重新拨打，电话仍处于忙碌
状态。于是，记者又换成手机拨打，电话仍
不能接通。记者经过七八次的拨打，电话
终于接通，此时已过去半个小时。

记者在成功预订了一张K9013次列车
1月10日从长沙到株洲的硬座火车票后，
电话语音提醒，“在1月8日24点前携带身
份证原件在全国铁路任一代售点、车站售
票厅指定窗口取票”。

随后，记者又试着将刚预订的车票退
掉，退票比订票容易，输入订单号和身份
证号码即可将预订的车票退掉。

【支招】
互联网订票比电话快

市民如何购票才能更加有效方便？记
者拨打12306客服热线时被告知， 建议旅
客首先通过网站预订，因为如果按照起售
时间购买的话，先进入预订界面，一旦有
票点击“预订”，基本就能订到票了。电话
订票由于操作程序较多，效率没有网络订
票高。

7日18时许， 记者再次尝试体验网络
订票的经历证实了上述说法。记者登录中
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 预订1月26日
去往广州的火车票， 在注册信息后，18时
12分便成功订到当天零点2分开往广州的
K1007次列车硬卧车票。

■记者 潘海涛 赵伟 实习生 肖璋
通讯员 何志文 袁建平 李镁铭

昨日广铁售出春运首日车票14.7万张 记者体验：反复拨打电话半小时才订到票

订购火车票，网络比电话快
明日可在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买春运票

近日湖南地区普降大雪，受此影响，途经湖南北上、南下的武广、京广高铁出现
较大面积晚点情况，多名旅客也就此事致电本报热线96258反映，网友@郭宁_Francis
告诉记者他乘坐的G77次列车晚点97分钟。7日下午，记者专门来到长沙火车南站，候
车室的列车时刻表印证了上述情况。16:14，记者随机对列车时刻表上的信息进行了
记录，列车时刻表总共显示16趟列车运行情况，总计有6辆出现晚点，晚点时刻在20
分钟至58分钟不等。 ■记者 潘海涛

记者7日从广铁集团了解到，目前学生票预售数量较往年明显减少，截至1月7日
（距春节1月左右），发售学生团体票2万多张，去年同期已经发售学生团体票6万多张。

广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运学生票预售期一放到底，最远至3月3日，主
要是方便学生返校，节前铁路运能依然十分紧张，如果广大学生利用优先购票的机会
购买车票，高峰期很有可能无法买到车票。 ■记者 潘海涛 赵伟 通讯员 曾勇

动辄十天半个月的退款期，
有的甚至需要1个月之久，想要快
点退钱还得先发邮件？

12306， 始终是个神奇的网
站。传说当年耗费巨资得以建成，
却难以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
每每重要节点到来之时， 无法登
录、网络瘫痪、系统崩盘等等诸多
怨声载道。 对于大量在外谋生的
人来说，春节回家，铁路始终是第
一选择。 网购车票本是一大便民
举措，但因为运行中的诸多问题，
自开通以来又一直遭人诟病。

几十元、几百元，可能对一些
人来说不值一提， 但也许有人就
等着这些钱去购买另一张能让他
回家的车票。 如果能够简化工作
流程，加快退票运转，又有什么不
好呢？

近年来， 春运票价不上涨实
惠了旅客，车票实名抵制了黄牛，
这些都是铁老大一点一滴正在进
步。只是，又是一年春运时，铁老
大能否再“运转”得快一些，好让
大家都顺利回家？ ■记者 朱蓉

铁老大，
能否“运转”得更快些

记者手记小贴士

学生尽快“优先”购买火车票

网购车票需要办理退票
的市民，如尚未取票，可直接
在12306网站上选择“退票”选
项进行办理，无需前往火车站
售票大厅。网络上无法购买距
离开车时间2小时以内车次的
车票，同时，开车前两小时之
内车次的车票将无法在网上
退票，但市民可前往售票大厅
办理相关退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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