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

提前60天
买票是否更易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延长预
售期后，旅客不仅可以提前
购买去程车票，还可以购买
返程车票，而且还可以把售
票的高峰期和乘降的高峰
期错开。“通过延长客票预
售期，铁路部门还可以及早
掌握客流情况，有相对充裕
的时间调配运力、 加开列
车，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旅
客的出行需求，还能更充分
地利用运力资源。”

变数多
退票会否成问题

开车前15天退票不收退
票费。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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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签后的车票乘车日期
在春运期间的， 退票时收取
20%的退票费。” ■据新华社

今年的春运车票提前
60天放出，很多热门线路可
能瞬间便一抢而空。 但是，
由于许多人尚未确定出行
计划便先买了票，在开车前
15天时退票没有退票费，意
味着那时将迎来退票潮，这
便是第二次抢票机会。

按照铁路部门内部的
放票规律， 一趟列车中，中
途站点配置的车票往往没
有始发站点的数量多，越到
后面的站点， 车票配额越
少。因此，在购买过路车车
票时， 可以从前方车站买
起，在本站上车，这样更容
易买到车票。

另外， 一些热门线路
中，有些车次长途旅客比较
多， 短途的车票就不好买
了。不过可以尝试买长途车
票，然后中途下车，这样虽
然损失了一部分车票钱，但
是如果回家心切可以一试。

若提前60天没买到票，
开车前15天也没把握住退
票潮，也不要太过失望。因为
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还将根
据实际状况， 在一些需求较
高的线路上加开临时客车。
临客车票不受预售期的限制，
一旦确定开行， 就会发布公
告，并第一时间放票，多种途
径均可购买。 ■据新华社

2015年春运火车票7日
开始发售。360浏览器依据
大数据发布的春运抢票数
据报告称，12月17日将迎来
春运网上抢票的最高峰，情
人节当天火车票将最难抢。

这份报告分析说，往年
春节前10天均为旅客回家
的高峰期，而2015年情人节
恰逢周六，如果请假3天，就
能享受12天的春节假期，因
此情人节当天的火车票将
一票难求，与此同时，火车
票提前60天预售，12月17日
也将迎来春运网上抢票的
最高峰。

报告指出，从用户抢购
春运火车票的始发站来看，
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特
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而广东、

北京两地作为中国主要劳动
力输入大区， 春运火车票最
为紧张，抢票最难。其中广东
以32.4%的比例成为全国最
难抢票的省份，而成都则成
为“票最难抢”的城市。

而一些二、三线城市的
火车票最难抢，河南、四川、
湖南都是人口大省，而且是
劳动输出大省，很多人都选
择去往北上广谋求更好的
工作机会。 根据该报告分
析，今年春运，回成都的火
车票将最难抢。

该报告分析认为，以上
情况可能导致刚开始放票
时候，抢票压力会比往年成
倍增加， 但到了节前几天，
又很有可能突然出现大量
退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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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春运首日

首日
12月7日，广铁集团售出

车票约7万张，其中普速铁路
约6万张，高铁约1万张，学生
票约0.2万张。

方向
首日售出车票的方向主

要集中在广东地区去往四
川、重庆、湖北、湖南方向，个
别热门方向车票比较抢手。

分析
12月17日将迎网上抢票

最高峰。今年春运回成都车
票将最难抢。 情人节当天火
车票将一票难求。

“网上春运”第一天：广铁预售春运首日票7万张，短途车票受追捧

大数据报告：返湘票入列“最难抢”
12月7日， 由于火车票预售期提前到

60天，2015年铁路春运第一天（2月4日）火
车票正式启售，“网上春运”大幕由此拉开。
记者7日从广铁集团获悉， 在2015年春运
车票开始销售首日，广体集团卖出车票近7
万张。 广铁集团表示，2015年春运高峰时
期，少数热门方向“一票难求”的现象仍将
存在。

2015年春运首日火车票启售
全国铁路将开行列车3063对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火车票
预售期延长至60天后，7日，旅客可通过互
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订购2015年春运
首日（2月4日）的火车票，车站窗口等其他
售票方式仍按推后2天的原则同步执行。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延长客票预售期，主要目的就是满足人
民群众对铁路工作的新期待、新需求，为广
大旅客购票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方便旅
客购票出行。

伴随火车票预售期的延长，12月10日
起，铁路也将实施新的运行图。调图后，无
论是动车组还是普客列车都有所增加。其
中动车组列车更成为客运主力军， 占总数
六成左右。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调图后，除了增加动车组，也对
普速列车开行结构进行优化， 以满足多元
化的出行需求。”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为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出行需求，高铁
列车、 普速列车无论从数量还是品质上都
进一步提升。如武汉到广州区间，每天大概
有90列车。其中既有4个小时的高铁列车，
也有十几个小时的普通客车， 旅客可以充
分选择。调图后，全国铁路将增开17对跨
铁路局的普速旅客列车，优化调整23对普
速旅客列车的运行区段和47.5对普速旅客
列车的运行径路， 将部分普速旅客列车更
换为新型空调列车。

依据2015年春运列车运行图，全国铁
路将开行旅客列车3063对，比2014年春运
增加335对。

铁路部门提示， 从2014年3月1日起，
为进一步完善铁路实名制购票工作，
12306网站对互联网购票进行了身份信息
核验， 尚未通过核验的旅客要及时登录
12306网站进行身份信息核验， 以免影响
购票出行。

春运首日广铁卖票近7万张
“一票难求”仍将存在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7日当天该集团
通过互联网（含手机客户端）和电话订票的
方式售出2015年春运首日（2月4日）图定
旅客列车车票约7万张，其中普速铁路约6
万张，高铁约1万张，学生票约2000张。这
些车票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去往四
川、重庆、湖北、湖南方向，个别热门方向车
票比较抢手。

广铁集团表示， 每年春运都是火车票
最为紧张的时候，2015年春运高峰时期少
数热门方向“一票难求”的现象仍将存在。

从目前情况来看，广州、深圳等地去往
全国各地的春运火车票票源还比较充足。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计划，及早购票、错峰出行。春运火车票已
经预订成功的旅客， 建议提前就近到火车
票代售点、自动取票机或火车站窗口取票，
避免开车前集中到车站排队取票而耽误行
程。 ■据新华社

【春运·速递】
春运首日短途车票受追捧

本报12月7日讯 今日，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沪昆
高铁杭州东至南昌西段将于
12月10日开通运营， 沪昆高
铁杭（州）长（沙）段将全线贯
通，届时，长沙至杭州将首次
实现高铁直达。

记者登录12306查阅获
悉，12月10日起，长沙至杭州
最快高铁为G86，运行时间为
3小时38分， 比目前缩短4小
时37分。同时，沪昆高铁杭长
段开通后，长沙至上海最快运
行时间为4小时26分， 比普速
客车缩短10小时，比现有高铁
缩短2小时17分。同时，从长

沙开行至杭州、 上海的D107
次列车将于10日起停运。

广铁客运部门负责人介
绍，沪昆高铁杭长段开通后，
广州南、 长沙南站将新增21
对经由杭长高铁的动车组，
全部为“G”字头。

记者12月7日还从广铁
集团获悉， 长沙至怀化高铁
于11月18日起正式进入试运
行，目前一切情况正常，预计
在本月26日开通。12月9日，
记者将赴长沙至怀化高铁进
行体验报道， 届时将发回最
新消息。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刘伟 刘毅

12月 7日 ， 记者登录
12306网站查询获悉，春运首
日（2月4日）长沙前往吉首、
娄底等省内短途方向车票多
数车次已经售罄。

此外， 按照车站窗口推
后2天售票的原则， 这意味
着，12月8日， 市民可通过车
站购买春运首日车票。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13日起车站
售票厅预售期有调整（详见
本报12月6日A08版）。

春运期间，人多票紧，旅
客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春运
回家攻略”？长沙火车站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关注临客以及
等退票捡漏子都是不错的方
法。 ■记者 潘海涛

【春运·连线】
后天起，长沙3个半小时抵杭，4个半小时抵沪

【春运·分析】
17日或迎网上抢票最高峰
情人节当天票最难抢

【春运·购票】
开车前15天或迎退票潮

预售期提前对旅客影响几何？
年年春运，一张回家的票牵动千家万户。提前60天就能

买票，对回家的旅客有什么影响？

■制图\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