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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火车票今起开抢，收好这些攻略
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将从1月17日起开售 铁路常旅客会员可累计积分换车票
本报1月2日讯 一年一度
的春运抢票大幕在今天拉开序
幕。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2018
年春运自2月1日开始，3月12日
结束， 按照目前火车票预售规
定， 春运首日的火车票于1月3
日开售，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将
从1月17日起开售。

网络购票预售期为30天
广铁集团客运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8年春运， 网络、电
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 车站窗
口、 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预售
期为28天。
按照30天的预售期安排，1
月3日即可通过网络和电话订
购2018年2月1日，即春运第一
天的火车票，若到车站窗口、代
售点或自动售票机购买， 则需
等到1月5日才可买到春运首日
的火车票。今年除夕（2月15日）
当天的火车票，将在1月17日起
开售。正月初六（2月21日）的火
车票，将在1月23日起开售。
近年来， 互联网和电话订
票逐步普及， 在节假日客流高
峰期间， 互联网和电话订票目
前在广铁总体售票所占的比例
已超过八成。
2018年春运期间， 广铁将
在粤、湘、琼三省设立代售窗口
2578个，基本覆盖主要乡镇，春
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继续增加临
时窗口，分窗办理售取票业务，
广大旅客可就近选择代售点购
取车票。

需要注意的是， 今年春运
铁路部门将不再设置站外集中
售取票点。

高铁动车可网络订餐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春运
期间， 旅客可以享受到网络订
餐、自主选座、积分兑换车票、自
主选座等一系列铁路便民措施。
2017年7月开始， 铁路部
门在上海、长沙等全国27个主
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
互联网订餐服务， 不仅可以选
高铁列车上的餐车盒饭， 也可
以订沿途社会品牌的餐食，并
享受送餐上车服务。
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
务则是在2017年10月推出，旅
客的座位是靠窗还是靠过道，
不再是凭运气， 而是可以自主
选择。
2017年12月，铁路部门又
推出了“攒积分兑换车票”的服
务 。 旅 客 通 过 12306 网 站 、
APP、车站窗口等渠道，在主动
申请并完成身份认证后， 可以
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
铁路常旅客会员购买车票将获
得相应乘车积分， 积分按照其
所购车票票价进行累积 （具体
按照5倍于车票票面价格累计
积分， 即旅客购买100元车票
获得积分500分）。积分首次达
到10000分以上， 即获得积分
兑换资格， 可用于兑换铁路部
门指定车次的列车车票。
■记者 潘显璇

抢票攻略
买票有几次“捡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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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开售时间后45分钟，可以再次扫票，有旅客锁定车票后未
能及时付款，车票会重新返回系统重新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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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前15天，将是退票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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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22点到23点之间是旅客退票高峰
开车前48小时和24小时，售票系统往往会放出部分剩余车票
列车沿途会停靠多个车站，铁路部门会按照一定比例给每个站分
配票额。一旦某个车站有未售完的票，在开车前一天，余票将会返
回系统再次出售。此外，首次在12306购票的乘客，需要提前持身
份证到购票窗口办理身份核实，否则无法在线购票

省高院电子诉讼档案正式向公众开放

电子案卷可网上查阅，无需层层审批
本报1月2日讯 从今天
起， 湖南省高院电子诉讼档案
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提供
电子诉讼档案的网上查阅。目
前，凡符合查阅条件的人员，可
到湖南高院电子诉讼档案阅览
室实现一站式查阅。
以前查阅纸质诉讼档案，
要经书面申请、 档案管理部门
审核、报请领导审批、档案室查
阅等多道程序。现在，档案人员
在审核查阅人员符合查阅档案
的条件下， 查阅人员只需提供
身份证，无需一纸一笔，无需层
层审批， 就可以在电子诉讼档
案阅览室完成电子诉讼档案的

网上查阅。 以前完成一个纸质
档案的查阅， 最少需要一个小
时； 现在完成一个电子诉讼档
案的查阅，最多需要十分钟。
据悉，2017年年初，湖南高
院即责令全省法院全力推进档
案数字化工作，要求全省各级法
院使用统一软件平台、统一技术
标准、统一操作规范、统一电子
诉讼档案查阅服务平台，到2018
年底，实现电子诉讼档案远程异
地查阅，即当事人、诉讼代理人
或辩护人通过认证后，可以查阅
省内任一法院的电子诉讼档案，
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成本。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吴慧琴

1月2日，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园林工人在对街道两旁的行道树进行修剪。立冬以来，长沙市园林局组织工
人对城区公园、道路的花草树木进行修剪养护，既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又美化了城市环境。
记者 李健 摄

“破雾神器”亮相湖南高速
郴州赤石大桥路段装上智能线形诱导灯系统
本报1月2日讯“头一
天开车回汝城还顺畅地走
了赤石大桥， 没想到第二
天返回郴州的时候高速路
就封了，真是郁闷 。”说 起
去年的一次回家经历，周
先生记忆犹新。不过，随着
厦蓉高速五盖山雾区改造
工程近日全面竣工并投入
使用，周先生的“烦恼”即
将成为过去。
2016年10月28日，世
界级特大桥赤石大桥通
车，但是，由于厦蓉高速天
鹅塘隧道至水龙互通段地
理环境复杂， 连续雨雾天
气导致通行效率大大降
低，在能见度不足100米的
情况下， 就不得不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措施。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
司要求， 郴州管理处将厦
蓉高速五盖山633至644公
里路段定为“隐患清零”头
号任务，对雾区进行改造，
提高雾区通行能力。

据了解， 雾区改造以强
化路线轮廓和警示作用为
主。改造前期，郴州管理处增
设了爆闪灯、 太阳能突起路
标、雨夜振动标线、减速带、
隆声带以及反光柱帽、 立柱
反光膜等交通安全设施，有
效改善了大雾天道路通行环
境， 大大降低了交通事故发
生率。
改造后期， 郴州管理处
增设了智能线形诱导灯、能
见度及交通流量检测设备、
视频监控、大型信息发布屏、
LED可变 限速 标 志等 设施 ，
进一步强化了低能见度环境
下的路形轮廓显示及道路行
车环境。
其中， 智能线形诱导灯
系统在湖南高速公路系首次
运用， 该系统通过实时监测
道路能见度，在大雾、团雾环
境下自动开启双色灯， 进行
路型的线形引导及前方车辆
尾迹警示， 可有效提高雾区
路段车辆通行的安全性。
■记者 潘显璇

冬季汽车也自燃
面包车烧得只剩架子
本报1月2日讯 昨天
傍晚， 长沙红旗路劳动路
口，一台面包车突然冒烟，
驾驶员赶紧从车上下来 ，
不一会儿整台车燃起明
火，一下子将车烧成铁架。
今天上午， 该车被从现场
拖走。
雨花交警大队十三中
队民警唐琳提醒， 秋冬季

节天气干燥， 如果碰上线路
老化， 同样容易发生车辆自
燃。不管新车旧车，车主都要
勤检查电路， 车内不要放香
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
不要改装线路， 不宜长时间
驾驶。闻到车内有异味，或发
现不明烟雾， 要及时靠边停
车熄火检查。
■记者 虢灿

社区成立女红协会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1月2日讯 今天，青竹湖畔
社区
“
女红”协会正式成立，社区居民
每周都可以来到这里， 免费上串珠、
编织、刺绣和拼布等女红技艺课。
青竹湖畔社区书记胡杜勇介
绍，“随着时代的变迁， 女红已经渐
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神， 丰富
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社区因此组
织成立了女红协会。”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吴茜

湖南彩市喜迎开门红
2018年1月2日， 是新年的第二
天，也是今年第一期双色球开奖的日
子， 湖南彩民继续2017年的好运，喜
迎“开门红”！
当晚， 福彩双色球2018001期开
奖， 开出红球1、8、11、26、28、31，蓝
球开出4， 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22
注，单注奖金582万余元，具体中奖情
况为：浙江10注、湖北2注、黑龙江1
注、江苏1注、福建1注、山东1注、湖南
1注、广西1注、四川1注、甘肃1注、宁
夏1注、深圳1注。拔得头筹的湖南彩
民来自湘西，中奖福地是：湘西吉首
市西环路43139142福彩投注站。
此外， 湖南彩民还收获7注二等
奖， 单注奖金11.88万元， 中奖站点
为： 郴州宜章县43058432投注站（2
注）、益阳赫山区43078073投注站（2
注）、长沙县43015199投注站（1注）、
岳阳市43109262投注站（1注）、张家
界永定区43148014投注站（1注）。
本期开奖后， 双色球奖池2.7亿
元， 彩民朋友仍有机会2元击中1000
万元，祝福湖南彩民再创佳绩！
■木子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