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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长沙市民孙女士通过某网
络平台给孩子订机票， 在填写
购票人信息时， 证件号一栏却
误填成自己的身份证号， 付款
之后收到了订票成功的提醒。
可一家人到机场办理值机手续
时却傻了眼，机票信息有误，既
不能出票，也无法值机。

为了避免耽误孩子回校，孙
女士只得退票并全价购买了下
一次航班的机票。时隔几日，她心
里还是窝着一口闷气，“购买火车
票都会自动核验身份信息，飞机
票怎么就不行了？出了问题却要
消费者担全责，这公平吗？”

【事件】
身份信息填错，
顺利买票却无法取票

孙女士以往几乎没有使用
过购票软件， 可自从孩子读大
学以来， 就不得不在手机上装
了一个， 以便能及时帮孩子买
到往返学校的票。

10月3日， 她通过“12306
智行火车票” 软件给孩子订了
一张10月7日长沙到太原的机
票，航班为海航HU7329。在填
写乘机人信息时，误把孩子的身
份证号写成了自己的身份证号，
不过， 这没有影响她继续订票。
支付完成没多久，手机铃声便响
起，她收到了订票成功的提醒。

10月7日中午，他们一家赶
到机场送孩子登机， 在办理值
机手续时，ATM机却显示信息
有误，无法出票。她辗转找到海
航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身份证
号码与乘客姓名不符， 无法打
印登机牌，只能退票重新购买。
眼看着该航班起飞时间临近，
孙女士急在心头，“如果买不到
当天的机票， 孩子就无法及时
赶回学校了。”

无奈之下， 孙女士只得将
已经预定的机票退掉， 重新购
买了一张当天下午4点的机票。

为此， 她支付了296元的退票
费， 重新购置的航班因为起飞
在即，也没有任何优惠，共花费
一千余元。

几天过去了， 孙女士仍然
无法释怀， 购买火车票都会自
动核验身份信息，姓名与身份证
号不一致是买不了票的。“个人
信息有误的情况下，飞机票为什
么还能订票？能订票又不能出票
值机，而且出了问题还要消费者
担全责，这不公平！”她气愤地
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

【尴尬】
航空公司
均无实名认证系统

无独有偶， 长沙市民王先
生此前也有类似的遭遇。 前不
久， 他与朋友乘飞机去浙江游
玩， 不小心把名字写错了。“我
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晖’字，朋
友给订票却给写成了‘辉’。”王
先生说， 幸好当时时间比较充
足，联系航空公司后，信息被及
时更正，没有影响到自己出行。
推行身份证实名购机票已经10
多年了， 网上身份证验证也早
已在银行、 保险系统中广泛使
用， 孙女士以及王先生在身份
信息错误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
能订票呢？

智行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与火车站不同，航空公司网上购
买机票都没有实名认证的系统，
不管乘机人姓名还是身份证号
码出错，均能购买机票，并且同
一次航班，同一个乘客也可以购
买多张机票。乘机人信息如果出
错，需要修改的话，可以提前来
电， 他们会尝试联系航空公司
帮助乘客修改身份信息。

他告诉记者， 经过再次确
认， 孙女士的机票不能申请全
退，要收取航班起飞前4小时票
面价格的40%作为退票费用，
也就是296元。

买机票输错信息，没法验证也没法改？
乘客：身份证号输错无法出票 质疑：火车票实现自动核验，机票为什么不能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
晓龙律师表示， 虽然孙女士及
王先生在订票过程中是因自身
原因导致机票信息填写错误，
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
航空法》 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教
育和要求本企业职工严格履行
职责，以文明礼貌、热情周到的
服务态度， 认真做好旅客和货
物运输的各项服务工作”，其中
的“各项服务工作”即包括了核
验旅客的身份信息；并且在《民
航局关于实施居民身份证查验
制度后民航办理乘机和货运手
续的有关规定》中有“旅客在购

票时， 应将身份证号码填写在
《旅客购票定座单》的证件号码
栏或备注栏中， 民航售票部门
出售机票时要核查乘机人的证
件和购票介绍信，并检查《旅客
购票定座单》中填写的姓名、身
份证号码与乘机人的证件是否
相符”的相关规定。

因此，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如果存在核验旅客身份信息上
的失职，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网络订票平台作为民航售票部
门， 也应当承担未核查乘机人
证件所造成的相应责任； 而旅
客对其自身的失误也应承担一
定的责任。 ■记者 李成辉

航空公司也有责任

长沙市孤儿每月
最低补助1100元

本报10月11日讯 近日，长沙
市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
首次对包括孤儿、 特困救助供养儿
童等在内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进行
了统一制度规范。自10月9日起，长
沙市孤儿生活的保障标准提高。

目前， 长沙市符合孤儿身份认
定条件的共884人，其中，机构集中
供养471人，社会散居413人。按照
新规， 机构集中供养的孤儿保障标
准为1650元/人月（3倍低保标准）、
散居孤儿供养标准为1100元/人月
（2倍低保标准），新标准自10月9日
起正式实施：此前，相应标准分别是
1000元/人月、600元/人月。

■记者 杨昱

“双11”将开展
电商专项整治

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 由湖
南省消费者委员会主办的“网络诚
信 消费无忧”消费维权年主题参观
暨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活动中，数
十名通过网络报名征集的消费者
通过参观大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平台好多巴多的货源、运
营、设计等环节，了解电商平台工
作运转流程。

长沙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黄
硕也表示，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双
11”、“双12”等集中促销，将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对网络虚假宣传、刷单
等网络经营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加
强监管。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钟凤清

孩子出生前， 医生便透
露宝宝体重偏低， 赵蕊决定
去月子会所坐月子， 请专业
人员照顾孩子。 现在宝宝小
米各项指标已经达标， 回忆
起自己在月子会所度过的那
个月，赵蕊直言，体会到了不
一样的“新生活”。

宝宝只有2.3公斤，
高龄妈妈来到月子会所

怀孕7个多月时，省妇幼
保健院的产检医生告诉赵
蕊，孩子有点小，体重可能不
足五斤。 虽然赵蕊在孕后期
各种补充营养，小米出生后，
体重也才4.6斤，皮下脂肪很
薄，几乎存不住温度。

“孩子体质这么弱，回家
肯定是不行的。”家人经过四
处打听， 最后定下了省妇幼
对面的一家母婴护理院。 经
皮黄疸检测仪、氧疗机、指夹
式血氧饱和度检测仪 ……
赵蕊坦言，小米入院后，这些
专业的设备给了她很多“安
全感”。同时，该月子护理院
医疗组请来多点执业的省妇
幼专家， 根据小米的体检情
况， 特别制定了专属的护理
方案。这样下来，孩子出月子
时已有9斤多。

除了小米的康复， 赵蕊

在月子期间，也恢复得很好，
从孕期140斤， 恢复到目前
110斤的体重。

起步价近六万元，
“月子产业”火热

记者从省妇幼保健与优
生优育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护
理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了解
到， 长沙目前有40多家月子
机构， 近年来产业发展很迅
速，不断有新的月子中心“入
市”。

有专业的母婴护理设
备、有资质的护理人员、舒适
的环境； 起步价格59800，最
高的可达十多万元……记者
走访了解到， 虽然月子中心
的价格一度受到“质疑”，但
专业的技术与贴心的服务仍
旧吸引着妈妈们。 尤其是全
面二孩政策之后，不少高龄、
经济能力宽松的妈妈选择到
月子护理机构坐月子。

被认可的同时， 这个行
业也逐渐在进行规范。9月1
日起，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母婴保
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 正式
实施， 月子中心从此有了国
家标准。

■记者 李琪

———精彩新生活

人物
介绍

赵蕊：生活在长沙，财务工作者。大孩11岁，
今年5月生下二孩，她是高龄产妇，也是一个非常
讲究用“科学”手段带娃的辣妈。

现在有了月子会所，
她带着低重儿找到“安全感”

购买火车票时，如果填写的信息与身份证不符，就无法购票；但买机票时就没有类似的自动核验系统。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购机票时若不慎写错信息，钱是花出去了，机票却“无效”。 （资料图片）

记者随后致电海南航空公
司，客服人员称，身份证号码错
三位以下， 在飞机截载之前，他
们可以帮助乘客修改，但如果超
过三位，还是建议乘客联系代理

商，或者退票重新购买。退票产生
的费用要由客户自理。工作人员
提醒乘客，至少要提前1个小时到
达机场，为登机前出现的各种问
题预留充足的解决时间。

追访 号码错3位以下 截载前可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