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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购票新政A07

今日起，全国铁路客票预售期将延长至60天。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旅
客，让旅客充分利用车票资源，铁路部门还将在退票政策上进行重大修改，
从12月3日开始，对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的，不收取退票费。铁路部门表示，
15天为车票再次销售留出了比较充分的时间。

核心提示

春运年年有，今年大不同。近日，火车
票预售期改革出台：12月1日至6日， 铁路互
联网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将由20天逐步
延长至60天。这意味着，12月7日，旅客可提
前60天购买2015年铁路春运第一天（2015
年2月4日）的火车票；12月21日可以购买大
年三十（2015年2月18日）的火车票。

提前两个月敲定出行计划，也让不少
旅客有些闹心，一旦计划有变，改签等手
续繁琐不说，如果退票还得平白贴上一笔
较高的退票费。11月30日， 铁路总公司发
布消息称， 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的旅客，
将不收取退票费。

1日起 火车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

根据铁路部门长期实行的“提前20
天”的预售期规定，春节前的一二月份，总
会有一批人没日没夜地盯在电脑“抢票”，
但这种惯常的景象随着一则新规的出台
将成为历史。

铁路部门11月15日发布消息，从今年
12月1日起，铁路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
的预售期由目前的20天延长至60天。其
中，网络、电话预售期调整具体的实施方
案是：12月1日， 预售期由现行20天延长
至30天；12月2日至12月6日，预售期每天
比上一日延长6天（即12月2日起提前36
天，以此类推）；12月6日起，预售期延长
至60天。

这意味着， 以2015年除夕时间反推，
今年市民12月21日就可以购买大年三十
（2015年2月18日）的火车票，而春运第一
天（2015年2月4日）的火车票“开抢期”也
同步提前到12月7日。

新一代 408上演中级车市场“红海穿越”
在群雄逐鹿的激烈竞争中，新

一代 408 凭借强劲的技术实力一骑
绝尘，在中级车市场站稳脚跟。

上市 3 个月以来， 新一代 408
销量稳步攀升， 同时在广州车展期
间一举揽获“年度智能中级车”、
“2014年度最具影响力中级车”、“年
度家庭轿车”等 8 项大奖，在中级车
市场赢得广泛认同。

就如热映中的硬科幻巨作《星
际穿越》中“Endurance”号跨越时间
与空间进行的星际旅行，新一代 408
上演了一出中级车市场的“红海穿
越”好戏。

从“入门即高配 ” 的 1.8L�
CVVT手动领先版；到“15万主流最
强” 的 1.8L� CVVT 自动豪华版；再
到拥有 City� Park 智能泊车辅助、
Blue-i 车载互联、全 LED 大灯等配
置，堪称“科技至尊”的 1.6� THP 自
动至尊版。

新一代 408
全系发力，全面超
越中级车维度，在
同级竞品惊叹的
注目礼中穿越虫
洞与黑洞，来到三
维空间之上的四
维空间，呈现越级
的产品力。

新一代 408

凭借“T+STT 高效动力”、“All� in�
One� 集成触控”、“3D� Safety� 三维
安全”，在可量化维度上突破了中级
车细分市场的乱战， 在层层推进的
提炼之中， 更蕴含着以科技为核心
的中级车价值极限：“T+STT 高效
动力”富于驾驭激情，更有经济节能
的贴心呵护；“All� in� One� 集成触
控” 呈现为 Less� is� more 的美学设
计， 更蕴含智能驾驭的体验；“3D�
Safety�三维安全”倡导安全，更赋予
驾驶者以从容与稳健。

结语：对于一款中级车来说，不
仅仅需要赢得竞争力， 不忘满足用
户全方位需求的初心才是“红海穿
越”最根本的动力。 动力、安全和智
能方面的技术革新是中级车未来发
展的大趋势， 新一代东风标致 408
已经在这条路上完成起跑， 未来则
需要市场成绩去判断。

驾考五次不过概率低？ 重在预防！
11 月 1 日，某保险公司推出了

“学车无忧险”，主要针对驾考五次不
过造成的损失和学车意外事故损失
两大块，给予学员全方位的保障。

不过，笔者在网上看到，“学车无
忧险”的出现，社会反响虽大，却也备
受争议。

虽然有不少网友给该保险点
赞，但也有网友认为“驾考五次不过
才能获得赔偿很鸡肋”、“五次不过概
率太低，没必要购买”，争论的关键点
就在于“驾考五次不过概率低”。

笔者经过仔细调查发现， 驾考
五次不过虽然概率低， 但并不是没
有。 3月 13日，《海峡都市报》就曾有
过“福州市民黄先生因为驾考五次不
过， 引发婚姻危机” 的报道；3 月 19
日，广州网友“nnxt1988”也曾在某论
坛上感慨“今年是路考最难的一年，
虽然教练说合格率只有 20%，驾考五
次不过也没什么，但是瞬间感觉很对
不起驾校，拉低了整条街的智商。 ”8
月 2 日，网友“宏 oJ 嶴掷”在某贴吧

上发出“考驾照五次不过，怎么办？ ”
的帖子寻求帮助……

种种案例显示，驾考五次不过大
有人在。 一驾培行业专业人士表示，
驾考五次不过的概率在 1%-3%左
右，不是很高，但是相对每年几千万
的驾考大军来说，这一人群也不在少
数。对于无法保证一次性过关的学员
来说， 购买一份这样的学车保险，未
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有概率就有发生的可能，而保险

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规避、
转移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名保险业内人士告诉笔
者，网友纠结的“驾考五次不
过概率低”的问题，本身就是
一个错误的方向， 市民买保
险，买的就是一份保障，图的
也是一份安心。

就好比“人身意外险”，
据数据统计， 死于突发事件
的危险概率为 1:2900； 死于
车祸的危险概率为 1:1500；

死于谋杀的危险概率为 1:11000……
虽然发生意外的概率很小，却依然有
不少人愿意购买，既然如此，又为何
要纠结于“驾考五次不过概率低”的
问题呢？

坐飞机，有航空意外保险；外出
旅游，有旅游意外险；买汽车，有车
险、等等……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发
生并对被保险人本身会造成损失的
事件，花少量的钱买一份相关保险来
转移风险，又怎能说“没必要”呢？

搜狗号码通战略合作工信部 12321举报中心
“便民举报通道”正式启动

11 月 28 日， 由工信部下属的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
理中心（简称“12321 举报中心”）牵
手搜狗公司打造的“便民举报通道”
在京举行启动仪式， 双方联合宣布
“便民举报通道”正式启动运营。

随着手机的诞生和普及， 原本
单纯传递私人信息的工具逐步被各
种垃圾短信所污染，现在只要你有手
机，就难逃短信骚扰。对此，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一直坚持“维护通信安全”
的原则， 重拳整治垃圾短信， 打造

“政府 +技术 +用户”的有机体系。

本次“便民举报通道”的启动就
是这一体系的生动体现，该通道将共
享工信部 12321 举报中心和搜狗号
码通的有效垃圾和骚扰信息数据库，
将“标记 - 举报 - 反馈”串联起来，
提升用户的通信安全意识，做到互联
互通，随时响应，一方面方便用户举
报垃圾短信，另一方面防止该垃圾内
容扩散，有效遏制了垃圾短信对用户
的骚扰以及对社会的危害。

“打击垃圾短信是一个长期的
工作，这次启动便民举报通道就是利
用众包思维，呼吁全民一起行动治理

垃圾短信。”搜狗副总裁杨洪涛表示，
搜狗号码通希望能将亿级号码库资
源和首创的号码标记识别技术推向
整个社会，减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通
信烦恼。

据悉，由工信部起草制定的《通
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稿)》已经酝酿多时。 该规定如顺利出
台，一定会对未来垃圾短信的治理工
作带来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强化政
府、企业、运营商等多方力量的联合
打击力度，充分显示出各行各业治理
垃圾短信的决心和信心。

信息产业是风口 三维度选股
2014 年的 A 股还剩最后一个

月， 公募基金的业绩争夺也日渐激
烈。 在当期业绩背后，基金成功的关
键是什么？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11 月 27
日，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今年以来实
现了 62.72%的净值增长， 在 365 只

同类基金中居第 3。（数据周六更新
到 11月底）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两名基金经
理认为，长期来看，信息产业仍然在

“风口”上，从信息产业延伸出去，在
新科技、新业态、新产业中，仍有大
量可选择的标的。

今起火车票预售期延长至30天，21日可购除夕火车票

提前15天退火车票，免退票费

预售期延长至60天，抢
票大战无需熬夜， 但为了买
到火车票， 不少旅客在未确
定回家时间的情况下不得不
盲目“囤票”，这意味着今年
春运期间， 火车票的退票和
改签量会同步激增。

11月30日， 中国铁路
总公司称， 自12月3日起，
铁路 部 门 进 一 步 优 化 退
票、改签规则，客票预售期
延长至60天后， 对开车前
15天以上退票的， 不收取
退票费。

此外， 中国铁路总公司
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补充道，
为了减少占票浪费运力，同
时也便于已持有车票旅客的
行程调整， 在其他列车有余
票时， 可以改签发到城市相
同的车票。具体是，开车前48
小时以上， 可改签预售期内
的任意车次； 开车前48小时
以内， 可改签从办理改签之
时至票面日期当日24：00之
间的其他车次， 不办理票面
日期次日及以后的改签；开
车之后， 旅客仍可改签当日
其他车次。

3日起
提前15天，
可免退票费

支招

春运期间， 人多票紧，
再加上“囤票”激增，这便注
定了不是每一名旅客都能
成为抢票成功的幸运儿。应
对这“史上最长的火车票预
售期”， 旅客又有哪些切实
可行的“春运回家攻略”？

“前期多占票，后期退
票的时候，通过改签便宜票
再退票，这些方式固然不违
法，但无疑也极大加重了铁
路部门的负担，造成资源的

浪费”， 广铁集团一名内部
人士表示，关注临客以及等
退票“捡漏子”都是不错的方
法， 囤票意味着随时都有退
票的产生；另外一方面，铁路
部门春运会开行多趟临客，
高峰期还会根据客流增开两
日内发车的计划外临客，这
部分列车一般不受关注，使
抢票的难度大大降低。

长沙火车站相关负责
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

道， 随着高铁的加速发展，
当下火车客运运力大幅提
升，再加上汽车、航空立体
交通的发展， 对待春运，旅
客应该高度重视，但也无需
过于恐慌。

记者从长沙汽车西站、
南站获悉， 每年小年过后，
汽车站都会迎来客运高峰，
但车站运力充足，除非极端
天气，基本能满足旅客的出
行需要。 ■记者 潘海涛

没抢到票怎么办？关注临客、退票“捡漏”

■制图/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