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日讯 “像一棵
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6月30日，四只暖萌的人偶娃
娃现身湖南烈士公园无偿献
血点，带来可爱撩人的舞蹈，
引起居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拍
照，合影互动。据了解，这是
长 沙 血 液 中 心 公 益 IP 形
象———“血型家族”开展的一
次真人人偶秀，希望通过“网
红舞”的方式，吸引和鼓励更
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加入到
无偿献血队伍中。

据介绍， 血型家族（血
宝） 是长沙血液中心专属的
公益IP形象， 由长沙血液中
心与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联合打造。 原型来自血滴和
辣椒， 头上的天使光环则是
源自“白衣天使”这一灵感。
伴随人偶舞蹈首秀， 血型家
族形象同步亮相长沙街头15
个固定献血点和10台流动献
血车， 引发市民浓厚兴趣之

余， 提高了全民献血的积极
性。“好萌，好二次元，和我以
前见过的（流动献血车）都不
一样。” 在中南大学校园里，
血型家族主题献血车引来同
学们惊叹。 化工学院的张同
学是第二次参与无偿献血，
他表示，“这次放松多了，尤
其是看到这几个带血型的
‘胖子’之后”。

“萌意” 满满的献血车
上， 血型家族的IP衍生品毛
绒公仔、 雨伞等获得了大家
的关注和喜爱。 长沙血液中
心负责人表示， 目前青年献
血者在全国献血人群占比达
到50%以上。 长沙血液中心
将通过“血型家族”IP形象衍
生，配合明星效应，大力宣传
无偿献血精神， 并陆续推出
各种血型家族创意礼品，回
馈广大献血者的爱心， 让更
多人为无偿献血事业做出积
极贡献。 ■记者 和婷婷

本报7月1日讯 随着全球范
围内老龄化问题的突显，老年疾病
也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6月30日
至7月1日，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湘雅）协同创新联盟大会
暨2018年度学术年会在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召开，会上，周宏灏院士等
20余位国内外从事老年医学、老年
健康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知名
专家共同为老年健康支招。

周宏灏院士透露， 我国老年
人群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
升， 其中65岁以上人群的慢性病
患病率为64.5％。预计到2050年，
全世界老年人数将在历史上首次
超过年轻人数。

为期两天的大会以“协同·创
新·共赢”为主题，致力于促进我
国老年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等，
为我国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李琪 通讯员佘丽莎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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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广铁集团方面获
悉，今年暑运从7月1日起至8月
31日止，共62天。广铁集团预计
暑运期间运送旅客将达到8650
万人，同比增长8.1%，其中动车
组运送旅客占比达到70%，同
比增长12.6%。8月25日旅客发
送量将达到单日最高峰， 预计
当日发送旅客164万人，同比增
长8.8%。

暑运期间， 广铁集团客流
主要为学生流、 旅游流、 探亲
流。 学生及旅游流去向主要集
中于北上广和拉萨等方向。客
流高峰集中于7月中上旬与8月
中下旬， 客流主要因学生流产
生波动。

对此， 广铁计划调整加开
临时旅客列车495对，其中加开
的动车组对数占暑运期间加开
列车总数的95%以上。 进出广
铁集团管内的京广（粤湘段）、
广深港和杭深三条高铁线路将
成为运输主力， 发送旅客人数

将占暑运期间动车组运送旅客
总数的53%。

其中，京广（粤湘段）、广深
港高铁、南广、贵广和杭深线开
行跨省高铁将达到68对， 主要
前往湘鄂闽方向； 广东省内高
铁及城际铁路将加开297.5对
动车组列车。湖南省内高铁及城
际铁路将加开68.5对动车组列
车。海南环岛高铁将加开42对动
车组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同时， 广铁集团将加开临时
普速列车19对。 珠三角地区将主
要加开前往湖南长沙、岳阳、张家
界，江西九江、井冈山，广东省内
梅州、坪石、南雄等城市的列车。

此外， 为了满足旅客旅游
出行的需要， 广铁集团在暑运
期间组织2趟“深新号”最长跨
省旅游列车的基础上， 珠三角
地区还将加开4对普速列车前
往张家界、邵阳、岳阳等地，便
于珠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湘西地
区避暑。

福彩刮刮乐 “冠军荣耀”
全国营销活动开展数日， 火爆
程度只增不减。 随着揭幕战及
部分小组赛竞猜情况的发布，
兑换的京东E卡如何使用、何时
玩竞猜、竞猜结果何时公布、单
注奖品价值如何计算、 竞猜奖
品何时兑换、 竞猜排行榜的胜
点如何计算等问题， 成为参与
者与围观者关注的焦点。

今天小编就针对大家关注
的焦点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Q：获得的奖品价值何时兑
换成京东E卡？该卡如何使用？

A：奖品价值将在7月15日
活动结束后统一兑换成等价的
京东E卡！京东E卡为京东商城
的一种电子代金券， 在京东商
城购买京东自营商品的时候可
以等同于现金使用。 详细使用
方法将在活动结束后的兑换详

情页中作详细说明。
Q：每次竞猜截止时间固定吗？
A： 每次竞猜截止时间都在

首场比赛开赛前1小时。 但是，因
为比赛开始时间的不固定， 不同
比赛日期的竞猜截止时间并不固
定， 用户可在每日的竞猜页面查
看到竞猜截止时间。 由于首场比
赛大多在零点以后， 想参与竞猜
的用户最好提前一天完成竞猜，
避免遗漏。

Q：何时公布竞猜结果？
A：在单日/单个半区所有比

赛全部结束后的9:30之后公布。
Q： 竞猜结束后的单注价值

是如何计算的？
A：单日/单个半区所有比赛

结束后， 系统会自动统计全部竞
猜正确的注数，用单日/单个半区
的竞猜总价值除以这些注数，即
为单注价值。

Q：竞猜排行榜中，胜点如何
计算？为何有多人并列名次？

A：除揭幕战竞猜外，其他比赛
竞猜正确，即可获得胜点。胜点只与
用户的正确竞猜场次数量有关，与
加倍竞猜无关。当用户的胜点相同
时，就会出现并列排名的情况。

目前小组赛竞猜火爆进行
中，并且连续多日，单个用户中得
的竞猜奖品价值已破万。 不做围
观者，争当奖品瓜分者，玩“冠军
荣耀”，竞猜“世界杯”，百万奖品
等您来分！

广铁暑运加开495对临时旅客列车
铁路调图启幕暑运 长沙南直达湛江等地时刻表公布 部分线路票价最高可打6.5折

7月1日起，全国列车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暨
暑期图，铁路暑运工作拉开帷幕。记者获悉，铁路部门
采取调图、提速、扩能等多项服务举措，进一步为旅客
出行提供便利。记者了解到，加开列车、车票打折、新车
次开通……一大波好消息来袭。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韬 实习生 刘敏媛

除此之外，记者获悉，铁路
部门在上次调图的3个月后，自
7月1日起将实施今年第二阶段
的列车运行图调整， 总体方针
是“为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要求”。同时，从7月5日起，对
部分高铁动车组公布票价实施
优化调整。

据悉，此次调图后，将实
行“动车组列车市场化开行方
案”，安排日常图、周末图和高
峰图。 同时实施灵活票价，从
今年7月5日起对早期开通的
合肥至武汉、 武汉至宜昌、贵

阳至广州、柳州至南宁、上海
至南京、 南京至杭州6段线路
上运行时速200～250公里的
高铁动车组公布票价进行优
化， 公布票价为最高限价，根
据实际情况在限价内实行票
价下浮， 最大折扣幅度6.5折。
调整后的执行票价与目前相
比，总体有升有降。

此外，此次调图后，全国铁
路“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数量
将由现在的 114.5对增加到
170.5对，16辆长编组“复兴号”
动车组也将首次投入运营。

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
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长沙
南站管内将陆续首次开通始发
直达太原南、沈阳、长春、湛江西
的列车， 怀化南首次可直达珠
海，衡阳东可直达云南大理。

7月1日07:50G6158趟怀
化南始发， 终到珠海；7月2日
07:25G1290趟长沙南始发，经
沈阳北，终到长春；7月2日9:23�
G696趟长沙南始发，终到太原南。
其他车次将陆续开通， 旅客可
通过12306网站持续关注。截至
目前，以上车次车票充足。

另外，长沙南始发，终到湛
江西的高铁也开通了。7月1日，

江门至湛江铁路全线拉通。江
门至茂名段开通运营， 江门至
湛江铁路全线拉通， 从湛江可
乘高铁直达广州， 结束了粤西
三市不通高铁的历史。

记者了解到，7月1日首发
的G6127次 8:00从长沙南始
发，经株洲西、衡阳东、郴州西、
韶关、广州南、新会、台山、恩
平、阳江、茂名，14:05终到湛江
西。返程G6128次14:30从湛江
西始发，20:36终到长沙南。

据介绍，江门至湛江铁路是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沿海铁
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
357�公里，设计时速 200�公里。

暑运拉开帷幕，加开临时列车495对
加开列车

运行线路
长沙南可直达湛江、长春等地

票价优惠
7月5日起实行票价下浮，最大折扣6.5折

福彩“冠军荣耀”你最关注的五大焦点问题

公益IP“血型家族”出道，“萌”动爱心
通过网红舞吸引和鼓励大家无偿献血

我国65岁以上人群
慢性病患病率超六成

7月1日，在铁路上海虹桥站，旅客在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前留影。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