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香君 彭禄加 阳莉

为期40天的2014年春运24日落下
帷幕。 湖南铁路共发送旅客1100万人
次， 比去年1090万人次的发送量略有
增长。

今年铁路春运， 购票选择方式更
多了，打个电话就可预约进站，乘火车
也能免费上网看电影…… “铁老大”
推出的多项“亲民”贴心服务，让越来
越多旅客“点赞”。

购票更方便———
互联网、手机和电话售票

占售票量近八成

“以前镇上没有火车票代售点，买
票要坐3个多小时的车去市里。 现在出
门就是火车票代售点，特别方便。 ”

1月20日上午， 安化县东平镇村民
车建仁，来到益阳火车站设在镇上的代
售点。不到2分钟，他就买到了2月4日往
广州的K9077次硬座车票。

今年春运前， 广铁集团按照分散
化售票的原则，实施“代售点下乡镇”

战略， 让代售点开到了老百姓的家门
口。 春运期间，广铁集团共新增代售点
2505个， 湖南首次实现代售点覆盖所
有乡镇。

与往年相比， 今年购买火车票的
预售期也提前了。

广铁集团介绍， 今年春运推出了
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学生票优先发
售、集中售票点售票、站内窗口售票、
站内自助售票等多种购票方式， 并延
长临客预售期为25天， 图定列车和高
铁预售期为20天。

购票渠道多了， 车站售票窗口前
排的“长龙”少了。“网上购票，点上取
票”成为旅客购票的主渠道。 今年，旅
客通过下载安装12306手机客户端、支
付宝，可在手机上直接订票付款。

据广铁集团统计，春运期间，互联
网、 手机和电话售票占售票总量的近
八成， 逾七成车票通过代售点取走或
发售。

候车更舒适———
电话、 微信可了解车次

信息，预约进站

过去，旅客到了火车站才能知
道火车是否晚点、在哪里候车等信
息。 为此，旅客不得不提前到火车
站候车。

今年春运， 旅客可通过微信、

电话了解车次正晚点信息， 还能预约
进站。

“以前只能在家查询航空信息，没
想到今年通过微信平台， 也能在手机
上查询列车正晚点信息和候乘信息，”
在长沙一家快递公司工作的黄春明告
诉记者，通过“广州铁路”微信平台，还
可查询余票信息， 乘火车再也不用

“赶”了。
记者了解到，通过“广州铁路”微

信服务号能查询“列车时刻表”、“正晚
点查询”、“候乘信息”等与主要车站候
车室大屏幕同步显示的实时资讯，并
能提供失物招领等服务。 春运期间，广
铁微信共发布失物招领63期、 失物信
息逾700条， 成功帮助近200名旅客找
回遗失物品。

广铁微信平台和12306热线还为
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预
约”服务，帮助解决困难旅客出行中的
难题。

“我父亲78岁了，今天坐K181次列
车，明天9点多到达衡阳站，老人家行
走不便，麻烦你们帮忙接送出站。 ”

2月20日，在美国居住的钟苗苗女
士给衡阳火车站打来求助电话。 她的
父亲钟保国独自一人乘车回衡阳，需
要轮椅接车，并送出站。 接到电话后，
衡阳火车站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进行
登记，并安排第二天接车。 21日，车站
人员为老人一路提行李、推轮椅，护送

老人到了出站口。
春运以来， 衡阳火车站服务热线

共接到旅客求助电话149个，提供服务
118次。

服务更多元———
坐火车可免费无线上网

看电影、可免费为手机充电

“以前坐火车时比较无聊，现在可
以免费上网看电影，真让人惊喜！ ”2月
10日 19时 12分， 乘坐长沙至常德
K9092次列车的张宏伟用自己的手机
连上了免费的列车无线WIFI， 他看着
电影《没事偷着乐》笑道。

今年春运前， 广铁集团携手江苏
京海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湖南
始发的23组普速客车车底，安装了280
台列车无线WIFI装置， 为旅客带来全
新的乘车体验，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据介绍，目前该WIFI系统有列车影
院、旅客资讯、旅行指南等内容，旅客可
以查看购票、列车时刻表信息，也可以
了解沿途的城市景点、酒店预订、餐饮
资讯等。 其中，列车影院里，有近200部
中外电影供旅客选择，无需担心掉线。

今年春运， 坐火车还能为手机充
电了。 去年10月起，湖南铁路在所有图
定空调列车车厢内安装电源插座，旅
客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剃须刀、移动
充电器等电子设备均可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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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水路
发送旅客9301万人次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朱娟）记
者今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春运期间，全省交通运
输安全形势平稳。其中，公路水路共发送旅客9301万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0.45%。

据统计， 今年公路客运日均投入客车42179台，
完成客运量917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0.54％；水
路客运日均投入船舶912艘，完成客运量125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减少5.6%。

南航发送旅客
逾910万人次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易浩 蒋
运国）记者今日从南方航空获悉，截至24日，南航共
执行春运航班超过6.2万班次， 承运旅客超过910万
人次，创下南航春运以来最高纪录。

今年春运，南航推出了微信值机服务。 据统计，
共近15万人次通过微信办理登机手续， 查询航班动
态的旅客超过19万人次。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谭
异泽 梁俊）长沙地铁票价定价听证会将于3月
14日上午在长沙枫林宾馆举行。 今天，长沙市
物价局公布了25名参会人和5名旁听人名单，
同时公布了听证方案。

长沙地铁票价听证方案是按照公益性、合
理比价、兼顾财力、递远递减及合理疏导交通、
地区衔接等原则制定的，共设两个。 其一，起步
2元可坐4公里，超过按照“递远递减”原则计
价，4-12公里内每递增4公里加1元，12-24公
里内每递增6公里加1元，24公里以上每递增8
公里加1元。其二，起步2元可坐4公里，超过时，
4-14公里内每递增5公里加1元，14-28公里内
每递增7公里加1元，28公里以上每递增9公里
加1元。

同时， 两方案均提出采取以下票价优惠
政策： 盲人、 伤残军警及重度残疾人凭有效
证件免费乘车； 65周岁及以上老人凭有效证

件办理老年票， 持票可在非高峰时段免费乘
车； 高峰时段 （7时至9时、 17时至19时） 按
单程票价半价乘车； 长沙地区普通中小学生
凭有效证件办理学生票， 可享受票价5折优
惠； 每位成年人可免费带1名身高不足1.3米
的儿童乘车， 超过1名按超过人数购票； 持普
通储值票乘车可享受票价9折优惠； 运营单位
在政府规定票价优惠政策基础上， 还可采取
灵活多样的优惠措施， 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后实施。

将于5月试运营的长沙地铁2号线一期工
程全长22.262公里，除车辆段外，实际运营距
离为22.08公里。 按两个方案计算，全程最高票
价均为6元。 长沙市物价局负责人介绍，实际售
票中，不需乘客自己去算从这个站到那个站之
间有多远、该买多少钱的票，电脑会按照设定
的程序自动计算出各站点间的距离和票价，乘
客按自动售票机提示购票即可。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朱红
梅 文力）今天上午10时许，长铁公安处邵阳车
站派出所民警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黄某（男，
30岁， 新邵县人）， 当场查获毒品美沙酮溶液
839.92克。

据了解，春运期间，长铁警方树立“查缉就
是防控”的理念，把好进站口、安检口、出站口
等重点卡口， 对毒品犯罪相对突出的重点车
站、列车，及时充实查缉力量，一大批铤而走险
的涉毒人员落入法网。 春运期间，该处共侦破
毒品案件49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9名，查
获毒品1611.42克。

2月15日22时许，长沙开往上海南的L881

次列车上，乘警刘玉泉正在9号车厢巡查，发现
旅客龚某（男，37岁，湘阴县人）呵欠连天。民警
与其对视，该男子就神情慌张，民警随即检查
其车票， 并从其钱包中缴获毒品海洛因0.2克
及药水2瓶。 6小时后，当列车运行在萍乡至鹰
潭区间，民警又在餐车发现一名疑似吸毒人员
的中年女子张某（女，42岁，宁乡县人），遂对其
盘查，从其一贴身纸包内发现冰毒1克、烟斗1
支。 随后， 该2人被移交给鹰潭车站派出所处
理。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王
曦）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
队获悉， 为确保该市新民路高
排管涵改造工程施工的顺利进
行和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畅
通， 交警部门就施工期间有关
交通限制措施发布通告。

根据通告，2月26日零时起
至3月30日24时止，对新民路麓
山路口实施交通限制， 禁止机
动车由北往东、由西往东、由南
往东通行。 原行经该路段的机
动车绕道溁湾路、 枫林一路和
桃子湖路等道路通行。

春运进行时

从“铁老大”到“贴心人”
———看2014年春运湖南铁路新变化

2月24日，长沙火车站，旅客在雨中匆忙赶车。 当天，2014年春运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郭立亮 实习生 王普 摄影报道

2月26日至3月30日

长沙新民路麓山路口交通限制

长沙地铁票价听证方案公布

2号线一期全程最高票价拟为6元

长铁警方春运缉毒4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9名，查获毒品1600多克

2月23日，第22届冬奥会闭幕式在菲施特奥林匹克体育场
举行。 本届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获得3金4银2铜、共9枚奖
牌，位居亚洲第一。图为2018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平昌市市长李
石莱（右）接过国际奥委会会旗。 新华社发

告别索契，平昌再见！

本报记者 蔡矜宜
2月25至26日，2014亚冠联赛小组赛首轮赛事打响，山东

鲁能、北京国安、贵州人和和卫冕冠军广州恒大4支中超球队
将先后登场，为亚冠的“中超季”拉开大幕。

鲁能渴望“超越”
本赛季，为中超球队打响第一枪的是山东鲁能，25日下午

15时30分，“中华老字号” 将在主场迎战泰国武里南联队。时
隔2年后，山东鲁能重新站在亚冠赛场上，他们在这个冬天花
了近2100万欧元，请来了巴西名帅库卡，招募了阿洛伊西奥、
蒙蒂略等强援，加上张文钊、王大雷等国脚级内援的补充，阵
容全面升级的“中华老字号”新赛季表现值得期待。

此战是库卡的首秀，也是鲁能新阶段的起航之战，在主场
取得一场“开门红”是球队的基本目标。但武里南队同样实力
不俗，泰国球员的快速突破、球队的快攻冲击力，都将成为鲁
能防守环节的一大考验。

恒大瞄准“卫冕”
去年11月9日，广州恒大将亚冠冠军奖杯高高举起，那一

刻仿佛还在昨天，新赛季的亚冠联赛却近在眼前。
2月26日晚20时，在其他3支参加亚冠的中超球员全部亮

相之后，广州恒大将压轴出场。主场对阵墨尔本胜利队，这似
乎只是卫冕征途中一个小小的挑战， 对于志在卫冕的广州恒
大来说，经过首战磨合好阵容才是当务之急。

今年的恒大送走了核心球员孔卡， 迎来了意大利国脚迪
亚曼蒂。虽然意大利人的“段位”比孔卡高，但磨合需要时间，
要知道， 孔卡也是经过了一个赛季之后， 才真正融入恒大队
中。好在埃尔克森、穆里奇两大进攻“王牌”依旧可以保证恒大
队有足够的进攻威胁，加上里皮这座“定海神针”，恒大顺利拿
下首战并非难事。

国安、人和首战“硬碰硬”
相比起鲁能、恒大首战的有利局面，北京国安和贵州人和

想要顺利过关则没那么容易， 他们将在客场分别对阵广岛三
箭、川崎前锋，首战即是“硬碰硬”。

以联赛第3的身份通过资格赛杀入正赛，国安能进亚冠也
算是“大难不死”，至于有没有“后福”就难说了。斯塔诺的离任
让人出乎意料，而新主帅曼萨诺直到资格赛时才到任，留给他
的时间并不多。尽管“御林军”签下了土超助攻王帕勃罗·巴塔
拉，但也是在亚冠开赛一周前，与球队磨合还是个问题。

较之上赛季，贵州人和的主体阵容配置有所下降，新外
援马辛斯基与尤里都没有进入亚冠大名单， 加之中场核心
米西莫维奇将因伤缺战，身处“死亡小组”的人和想要突围
难度较大。

亚冠小组赛今日开战

中超四强谁能开门红

（紧接1版）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有的基层组织保障水平低、
便民服务机制不健全，一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好、服务能力
不强，一些基层组织在执行党的政策时还存在着“上面很好、
下面好狠”的问题，执行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存在着“热在炕头、
冷在下头” 等现象。 这些问题都是影响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
众，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中梗阻”。在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进程中，只有让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才能保证党真正经受住“四大考验”，警惕和防范“四大危险”，
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成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流砥柱。

改革的根本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无论多么伟大
的改革构想,都需要在亿万人民的支持下才能完成。 基层情况
千差万别，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
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接入点”。 要抓住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这一契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把党的群众工作做到
百姓“家门口”，坚持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和推进改革工作相结
合，推动整治“四风”顽症和破解改革难题相结合，推动树立形
象、提振精神和凝心聚力相结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不断提高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使基层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进一步增强，使基层干部在服务群众
中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凝聚起推动“四化两型”建设、
实现“三量齐升”总任务的强大动力。

抓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讲认真。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面临的情况更复杂，触动的利益更具体，工作难度和阻力也
可能更大。全省各地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思
想上、整改上、正风肃纪上都要严起来”的要求，将作风建设的
焦点聚焦到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损害群众利益这两大问
题，从小事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让党员干部在贯彻群众路
线中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工作能力、增强服务本领，把党的群
众工作，以及党在基层的各项促发展、惠民生的政策，真正落
实到群众的家门口，装进群众的“口袋里”。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姚
学文 通讯员 李旭林）今天，省
教育厅门户网对今年我省新增
的27个硕士学位点（含工程硕
士领域）进行公示。这标志我省
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
家评审工作正式结束。

据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介
绍，此次新增的硕士学位，是从
全省13所省属研究生培养单位
申报的3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当中产生的。此次评审，体现
了我省研究生培养改革的新思
路：

其一， 重点对接了我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对高层次人才的
迫切需求，比如，先进装备制造
业、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产
业、新能源产业、信息产业、节
能环保等。

其二， 评审不再简单以学
术科研基础为唯一条件， 而是
充分体现了行业企业参与度
高、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的特征，

重点给那些社会需求量大、校
企合作紧密、社会服务能力强、
改革精神突出、 培养目标明确
的学位点发展壮大的机会。

其三， 填补省内空白的申
报点，在评审中得到优先考虑，
如成功入围的湘潭大学的图书
情报硕士， 长沙理工大学的工
程硕士（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
两个学位点就填补了我省空
白。

其四，评审过程体现权威、
公正。 评审没有邀请一个省内
本科院校的专家， 专家队伍中
除了3个行业专家来自我省本
土以外， 其他25个专家全部来
自于北京、湖北、江西和广东等
4个省市，都是在全国有影响的
高水平权威专家， 并实行了严
格保密。此外，为了保证评审的
公平公正， 确保了每个申报点
都有同行专家评阅， 明确所邀
专家分别来自于26个专业类别
（或领域）。

我省新增27个
硕士学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