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早上"#时! 海口秀英港内两
艘客船在泊船时发生缆绳缠绕事故!

导致旅客被延误两个多小时"中午"$

时许!两船缆绳被成功解开!秀英港
恢复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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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海口铁路公安处捣毁一个以海南在校
大学生为主要倒票对象的倒卖火车票
团伙! 查获涉嫌倒票人员 %名! 收缴
实名制车票 "$&张! 票面价值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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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运前夕! 海口铁路公安
处开展票价调查! 对旅客反映购买到
高价票的情况进行线索查证"

"月 *日晚! 海口车站派出所民
警对进站候车旅客开展客票调查! 从
几名候车旅客中获取了海口市桂林洋
高校区附近有人涉嫌倒卖火车票的信
息" 民警连夜进行调查核实! 通过深
入走访调查和实地蹲守! 发现这是一
个倒票团伙" 到 "月 )日上午! 铁路
警方基本掌握了倒票嫌疑人的行动规
律! 决定立即实施抓捕"

"月 )日上午 "#时许! 海口铁路
公安处安排治安支队和海口车站派出
所的 ") 名民警! 赶到倒票人员住地
附近! 将外出后刚刚返回的倒票嫌疑

人吴某抓获! 当场在其身上查获实名
制火车票 "%张& 现金 $&+!元& 银行
卡 &张& 身份证 !张& 学生证 "$本"

随后! 民警在吴某住所查获用于
网络订票的笔记本电脑 $台& 准备用
于倒卖的实名制火车票 "#+张"

抓获吴某后! 民警在倒票窝点附近
又先后将其同伙姜某等 )名嫌疑人抓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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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警方审讯! %名倒票嫌疑人对倒
卖火车票的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 该 %

名倒票嫌疑人组成一个团伙! 主要以桂
林洋高校区学生为火车票倒卖对象"

据了解! 该团伙事先安排专人到
各高校进行广告宣传! 招揽在校学生
前来订购火车票" 由于在校学生之间
互相传播速度快! 迅速吸引了大量学
生前来订购高价票" 根据订票客户需
求! 该团伙组织人员专门负责从网上
订购广州至全国各地的火车票& 海南
至内地的火车票"

在订票前! 倒票团伙收取他人身
份证号! 利用自己熟悉电脑上网操作

的优势! 每天凌晨 )点半就守在电脑
前 ! 在铁道部网络售票官方网站
,---("$&#%(./0 上长时间反复订票!

成功获取大量订票流水号" 根据查获
的数百个订票流水号! 铁路警方判

断! 该团伙自去年 "$ 月下旬起! 先
后利用网络订票套取车票 %#&张"

在倒卖火车票的过程中! 倒票嫌
疑人采取了不同的牟利方式" 一部分
车票以每张 )# 到 "## 元不等的价格

加价出售' 而对于部分代购异地票&

通过岛外登乘火车的客户 ! 实行
(公& 铁联运) 方式牟利! 该团伙自
行组织大巴车! 采取火车票与汽车票
绑定出售的方式! 从中赚取差价%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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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部分在校学生之所
以购买高价票! 有的是因为学业繁
忙! 没有时间上网订购车票! 有的是
嫌自己去购票麻烦%

鉴于此案购买高价票的主要是在
校大学生群体! 铁路民警对他们进行
了宣传! 强调了维护正常购票秩序的
重要性! 并请同学们共同努力! 一起
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为了确保学校学生如期返乡! "

月 )日! 在查获倒票嫌疑人的当天!

海口铁路公安处民警根据查获的嫌疑
人订票登记! 把已订到的火车票按票
面价格发给订票学生%

海口铁路公安提醒! 为了让更多的
旅客能买到票! 希望大家不要从倒票人
员手中买票! 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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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不少农民工
拨打本报热线反映电话订购火车票
遭遇骗子%

家在四川的白先生近日就遭到
了类似骗局% 据他介绍! "月 *日他
准备买海口到成都的火车票% 他在
某搜索网站输入 +全国统一订票热
线)! 很快显示多个订票号码% 他记

下一个 (##'%"))!)%!#)) 的号码并
拨打了该号% 电话拨通后! 一名女
子接了电话, +你好1 订票中心%)

白先生说要订两张 "月 ")日去成都
的硬卧! 对方称! 要订票须在一小
时内去银行汇款! 汇款后将发订单
号给白先生! 凭订单号即可到火车
站一号窗口取票% 白先生于是向对
方账户汇去 %##多元! 第二天拿着

订单号前往海口火车站售票点准备
取票时! 却被告知这些订单号无效!

而那个订票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记者在网上输入 +全国统一订
票热线) 时! 果然发现数十个各不
相同的电话号码% 对此! 记者从海
口火车站了解到! 海口市火车票预
订电话统一为 !)"#)"#)! 并且是唯
一的订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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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记者接到旅客反
映!购买了省内客运车车票后!由于
走错了车站错过了乘车!无奈只能重
新购买车票%

王先生说!他托朋友购买了一张
!日上午海口至文昌的车票! 由于很
久不坐班车回家!不知道线路发班车
站进行了调整! 仍然到汽车南站乘
车!结果错过了发车时间!王先生只
能重新到汽车东站购买一张车票%

记者今天从海汽集团营销运调
部了解到!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和车站

职能划分!去年起该集团就先后调整
了一些省内客运车的发班车站%具体
为,

&

#)*3456789:$-.!

/0"12"34"56"78"9:#;

.! <=>$?.!2@A%BCDE

!

F

!"

G$BHIE

#$

F

%&

G&

(

# )*34;6789:$-

.!/0'34"56"78$;.!J

K"<=>"L2"3;"M-A%BC

IE

'

F$BHIE

()

F

*+

G(

)

#)*34<6789:$NO

P-'P?'QR'ST'SU'VT'W

X'YZ'[\'@?']T'^@A_$

`aNb-.!12'34$?.!c

d'ef'gX'-h' ij'kl'm

n'op'M-'qr'2@'stA%B

CIE

'

F

,!

G$BHIE

$$

F

*&

G(

*

#)*=*346789:$N

OP- 'P? 'QR 'YZ ']T '@

? '0uaNbvw 'xy '<=>

A(

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海汽集团
还 设 置 了 客 服 电 话 ,%%%%''))!

%%'#&'##!旅客出行前可拨打此电话
咨询车辆班次&票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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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
从海口铁路警方获悉! 为了确保广
大旅客在春运期间能够安全出行!

海口铁路警方新招收的!$名安检员!

通过培训合格已于"月%日全部上岗
投入春运安保工作%

据海口铁路公安处负责人介绍!

春运期间! 各既有线车站和高铁车
站采取仪器和手工检查相结合的办

法! 一台安检机配备六名安检员!

对进站旅客行李要件件过机检查!

对特殊重点旅客辅助器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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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同步过机检查! 确保人
员和行李过机检查率达"##2% "月"

日至今! 该处共查获危险违禁品*#

起! 其中收缴管制刀具&)把& 乳胶
漆$#升& 油漆"(''公斤& 仿真手枪"

支%

海口铁路警方温馨提示, 请勿携
带鞭炮& 烟花等易爆物品& 易燃固
体& 自燃物品& 腐蚀性物品& 管制刀
具! 松节油& 油漆& 丁烷气等易燃液
体进站上车% 同时! 对一些具有危险
物品性质的生活用品携带数量也有规
定% 如气体& 液体打火机每人次限量
携带)个! 安全火柴$#小盒' 指甲油&

定发水& 染发水不超过$#毫升' 酒
精& 冷烫精不超过"##毫升' 摩丝&

发胶& 卫生杀虫剂& 空气清新剂等不
超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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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海口汽车东站了解到!近
期该站调整了海口至文昌的票价!同
时海口至陵水!海口至三亚的豪华大
巴设置了学生优惠价格%

据汽车东站负责人介绍!日前由
海口东站发出的至文昌的票价由原
来的"'元涨到了"!元!其余线路票价
没变%该客运票价今后也会一直维持
下去%同时!为了方便学生乘车!海口
至陵水和三亚的豪华大巴给予学生
一定优惠%海口至陵水的豪华大巴原

价为)#元!学生价为*#元% 海口至三
亚的豪华大巴原价为%#元!学生价为
)#元%

据介绍!目前!省内班次海口发
往文昌&定安&琼海&琼中&屯昌的客
源较多! 市民排队买票的时间也相
对要长些% 有往这些地方去的旅客
请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车站排队买
票% 目前!省内班线车已开通了网上
和手机订票的方式% 市民可提前&天
通过网站订购出行客运班线车票!

网上订票的市民可登陆海汽集团网

站 3---(#'!'45(.670! 选择始发车
站&目的地&日期&时间&班次!输入
客户信息!设置取票密码!选择中国
银联或手机-

����

.支付方式!支
付成功后将收到电子车票短信!上
面有订票密码等信息! 市民届时可
到始发车站凭手机短信取票% 同时!

市民还可拨打"$)'#预订省内客运
班线的车票%

网上暂不办理退票和改签的业
务!市民需到售票窗口办理% 办理退
票时!站方会收取相应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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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南国都市报记
者从美兰机场获悉!美兰机场!日进
港航班"*#架次!出港计划"*"班次%

较之前日航班量增加"$架次% 在春
运前期! 美兰机场旅客虽无大面积
增加情况! 但已然出现)2的小幅度
增长%

随着春运的到来!各大交通系统
陆续开展春运保障工作%为让旅客安
心出行!顺畅回家!美兰机场亦全面
出击!开展$#"$年春运保障工作%

为充分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美兰
机场全面开展安全服务大检查活动!

定时& 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保养&维
修!同时加大对易燃易爆物品&违禁
物品等监管力度%针对可能出现的大
面积航班延误等情况!美兰机场提前
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不正常处置预案
学习!全面协调旅行社&协议酒店&车
辆运输等部门做好大面积航班延误
处置应对准备%此外!大批来自社会&

学校的志愿者也积极加入机场春运
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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