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0日讯 9月23日，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运营，届
时从长沙可直接坐高铁去香港。
今天8点， 广深港高铁车票开售。
需要注意的是，跨境列车在购票、
乘车、改签、退票等环节上均与内
地现行规则存在一定差异。

跨境列车须取票才能乘车

记者获悉， 广深港高铁票价
以人民币计价， 旅客在内地使用
人民币购票， 在香港地区使用港
币购票。通过网站购票、电话订票
预售期为30天（含当天），其他购
票方式预售期为28天（含当天）。

按规定， 乘客乘坐跨境列车
必须在乘车前换取纸质车票。内地
途径购票必须内地途径取票，香港
途径购票必须香港取票。

旅客跨境乘车， 如果需要越
过原到站继续乘车的， 需要在列
车到达其车票上所记载的车站前
提出。

退票费较高，改签后不得退票

跨境旅客改签往返内地香港
的高铁车票，在车票预售期内且有
运输能力的前提下，旅客仅可办理
一次变更乘车日期、车次、席别的
改签手续， 不办理发到站变更。办

理改签应不晚于票面指定的日期、
车次开车前30分钟， 但发站为香
港西九龙站的车票应不晚于60分
钟。改签后的车票不得退票。

旅客办理退票应不晚于票面
指定的日期、车次开车前30分钟，
但发站为香港西九龙站的车票应
不晚于60分钟。

需要注意的是， 跨境列车退
票费收取标准相对较高，在票面开
车时间前48小时内办理退票的，
按票面票价的50%计算；在票面开
车时间前48小时至第14天的，按
票面票价的30%计算；在票面开车
时间前15天及以上的， 按票面票
价的5%计算。

记者了解到， 旅客未改签提
前或延后乘车按无票处理。 跨境
旅客列车不办理至香港西九龙站
的越站， 旅客自行越站乘车至香
港西九龙站， 由香港西九龙站按
无票处理。

若乘客无票乘车或持无效票
乘车，将补收自乘车站（不能判明
时自始发站） 起至到站止车票票
价，并核收手续费，加收已乘区间
应补票价50%的票款。 如果是在
香港西九龙站发现乘客无票乘
车，按《香港铁路附例》，还将收取
附加费。其中，广深港线路各站至
香港西九龙站的车票， 附加费为
1500港元。 ■记者 和婷婷

跨境不能越站补票，改签后不得退票
往返香港高铁票开售，购票看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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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0日讯 紧急情
况下不方便打电话报警怎么
办？报警时对所在位置不熟悉
如何解决？在长沙，通过微信
即时报警，这些问题都可以迎
刃而解。

今日，长沙市公安局微信
即时报警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可以一
键选择报警，微信报警平台可
定位群众报警地址， 实现派
警、出警、处置的全流程跟踪，
进一步提高接处警效率。

微信报警可一键发送定位

记者进入微信，在发现窗
口中进入小程序，搜索“长沙
公安报警平台”，进入后，即可
看到“微信报警”和“视频报
警”两个端口。

在“微信报警”中，报警人
在对话框中输入文字或使用
语音交流，准确、简要、如实地
填写地点、时间、事件、目前状
况等要素， 还可发送图片、视
频，尽量多地提供警情现场信
息。为快速派警，还可在常用
语中快速选择报警类型。值得
注意的是，对话框顶部会实时
更新使用者的位置，可一键发
送定位。 公安机关收到报警
后，会通过对话框与报警人进
行沟通。

记者注意到，与传统的拨
打“110”电话报警、“12110”
短信报警相比，“微信报警”多
了定位功能，特别是无法描述
犯罪现场情况的，不宜惊动嫌
疑人的， 不清楚自身位置的，
有语言障碍人士需要报警的
情况下，“微信报警”的优势更
加明显。

据了解，市民在微信中关
注长沙公安“96111便民服务
桥”公众号，进入“长沙公安报

警平台”； 也可通过微信老用
户分享推荐平台或是微信扫
描长沙公安二维码进入平台。

遇到坏人还可视频报警

近日一篇名为《她用一
招，吓退了企图不轨的滴滴司
机！》的文章火遍网络，文章介
绍了一名女孩通过视频报警
避免了一次潜在伤害的案例，
“视频报警” 这一崭新的报警
形式立刻引发网民点赞，而女
性尤为关注。

记者注意到，长沙市公安
局微信即时报警平台中也具
备“视频报警”这一功能。

点击“视频报警”进入后，
有110、122、119三种视频报
警类型可供选择，均可通过微
信视频功能直接视频报警，待
民警接通视频后，即可视频对
话。

长沙市公安局警令部110
指挥中心副主任李冠南告诉
记者， 视频报警有强大震撼
力， 警察直面与歹徒对话，打
消作案意图；可以直接锁定犯
罪嫌疑人，将视频图像直接传
至公安局， 确保后期迅速破
案；此外，还能快速定位，及时
部署警力制止犯罪。

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 常务副局长车丽华介绍，
指挥中心一位民警可同时受
理多起110电话、12110短信
及微信报警，但视频报警则需
要专人对接联系，再加上人员
数量受限，“如无特别情况，建
议市民谨慎使用视频报警，不
要占用警务资源。” 车丽华提
醒，对于恶意、反复报假警的
市民， 系统会将其拉入黑名
单。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孔奕 刘彬

遇险不便打电话？可以微信报警了
长沙公安微信即时报警平台上线
24小时受理警情，可一键发送定位，还可视频报警

10日，民警正在通过视频与报案人联系。 记者 杨洁规 摄

本报9月10日讯 近日，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禁止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者
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私
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这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措施，是落实巡视整改要求的具
体行动。

从六方面开列
禁止“提篮子”的负面清单

今年7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在
向我省反馈巡视意见时指出，一
些地方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职务
上的影响插手工程项目，“提篮
子”谋取私利问题突出。省委、省
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整治“提篮
子” 现象列为巡视整改的重要内
容，制定出台专门针对“提篮子”
的禁止性规定。

《规定》所称“提篮子”，是指
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上
的影响，在公共资源交易、房地产
开发、行政审批（许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金融、财政项目资金分
配等领域， 充当中介， 以居中斡
旋、提供帮助、与他人（个人或者
单位）合作等方式，为他人获取利
益、谋求私利的行为。

《规定》从行为主体、主要领
域、主要方式、行为特征等方面，
对“提篮子”进行了明确界定，从
公共资源交易、 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等六个方面开列禁止“提篮子”
的负面清单。

给“提篮子”创造条件，
从严处理

《规定》明确禁止任何人以任
何形式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者职
务上的影响实施“提篮子”行为。
相关单位或者人员发现以领导干
部名义“提篮子”的，按照“不信、
不见、不理、不办”原则处理并报
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司
法机关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发现
或者接到检举、控告“提篮子”的，
要按照职责和权限及时调查处
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有关机
关处理。

《规定》严格要求领导干部不
得以指定、授意、暗示、批条子、打
招呼、请托说情、提出倾向性处理
意见等方式，为他人“提篮子”提
供便利、帮助，也不得纵容或者默
许他人“提篮子”；领导干部之间
不得为“提篮子”提供便利、帮助。
发现亲属、 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
特定关系人“提篮子”，或者他人
以本人名义“提篮子”，应当立即
制止并报告，未制止、未报告的，
从严处理。

《规定》明确了责任追究等措
施。对执行不力，导致“提篮子”现象
在本地区、本单位频发多发，群众
反映强烈的，追究有关组织和领导
干部的责任。相关单位或者人员主
动给领导干部亲属、身边工作人员
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提篮子”创造
条件、提供机会的，从严处理。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壮

我省发布禁令，斩断“提篮子”黑手
禁止利用领导干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 从六方面开列负面清单

记者从12306官方购票平
台看到，长沙往返香港的高铁
票， 商务座1640元人民币，一
等座848元， 二等座529元。车
程最短只需3小时17分钟。

长沙至香港每天有三趟
车次，分别为长沙南始发至香港
西九龙的G6113、北京西始发至
香港西九龙的G79、上海虹桥始
发至香港西九龙的G99。

提醒大家的是，9月10日
10：44，记者登录12306官方购
票平台， 数据显示，G99、G79
车票均已售罄，而长沙南始发
的G6113的商务座也只剩3张，
但一等座和二等座票量充足。

链接

开售第一天，三趟车次
中两趟票已售罄

延伸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长
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累
计接听群众报警电话79万余
个， 其中为民排扰解难4.5万
余起， 调处各种纠纷8万余
起。 全市刑事立案同比下降
12.17%，现行命案全破，侵财
类警情同比下降11.2%，刑拘
犯 罪 嫌 疑 人 同 比 上 升
22.38%。

去年累计拨打人工回访
电话8982个，发送警务调查短
信13万余条， 人民满意度达
94.8%。

1至8月，长沙“110”
接听报警电话79万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