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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生票已经开始发
售。”该负责人表示，暑运期间，
普通大、中专院校和技工学校
及中、小学读书的学生，凭附有
加盖院校公章、贴有电子优惠
卡的学生证（小学生凭书面证
明），就能购买学生票。“新生可
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可凭学

校书面证明，购买学生票。”
该负责人提醒学生旅客注

意，每年只能购买四次单程学
生票，而且必须符合学生证上
的乘车区间，否则将无法办理
取票手续，只能退票重买。此
外，网购学生车票时，应确保学
生优惠卡内信息与在12306网

站注册时填写的信息一致。
由于暑运客流量大，学生

旅客最好能提前在代售点取
票，同时，各火车票代售点在售
卖学生往返车票时，并不收取
手续费。学生旅客如果遇到有
代售点违规收费，可以拨打
12306投诉。

本报讯 昨日，壹基金救援
联盟河南户外救援总队洛阳应
急救援队副队长“三毛”联系记
者称，希望借助大河报邀请25
名热衷公益且具备一定户外运
动经验的志愿者加入队伍中，
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

据了解，洛阳应急救援队
（原洛阳户外救援队）是壹基金
救援联盟河南户外救援总队的
成员单位，由户外运动爱好者
及各行业特长人员自愿组成的
非营利性组织。自2008年成立
以来，多次参与完成全国性及
地方性救援行动，包括汶川、玉

树、雅安、鲁甸地震，以及太行
山地区多次山地救援等，作为
民间救援力量，成绩斐然。

“三毛”说，近些年，随着户
外运动发展，野外遇险情况增
多，但现有队员不能满足救援
需要。希望居住在市区或距市
区较近县区，年龄在22周岁以
上60岁以下热心公益的市民，
可报名参加培训及训练，具备
一定户外运动经验或具有户外
登山运动专项特长者优先，并
保证可以投入一定业余时间。
同时，要求队员具备良好的体
能和一定技术装备操作经验，

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和执行力。
此外，“三毛”还提到，户外

救援存在一定危险性，而救援
队从事的是公益事业，要求队
员具有一定奉献精神。此次招
募队员，经过培训及考核成绩
合格者，成为预备队员，具备预
备队员的资格半年以上，经过
培训组考核且符合条件者，可
成为正式队员，才能参与户外
救援等各项任务。

如果您也想成为他们其中
的一员，请联系 13849937774
（三毛）或18603798393（冬瓜）
咨询有关事宜。

本报讯 6月20日，本报以
《今年，要对两万辆黄标车“说拜
拜”》为题，报道了洛阳市今年
11 月 底 前 ，将 淘 汰 黄 标 车
20000辆，黄标车淘汰后最高可
享受1.8万元补贴等内容。 如
何知道自己的车是否是黄标
车？如何办理黄标车淘汰及补
贴……成为有车一族关心的问
题。近日，记者针对这些问题进
行了走访。

洛阳市创模办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黄标车是高污染排放
车辆的别称，污染物排放达不到
国Ⅰ标准的汽油车和达不到国
Ⅲ标准的柴油车（不含低速汽
车、摩托车），因其贴的是黄色环
保标志，故被称为“黄标车”。登
录洛阳市创模办、环保局、车管
所、商务局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查

询自己的车是否属于黄标车。
凡是在洛阳市登记注册的个人、
个体工商户、企业和其他非财政
供养的社会组织的黄标车，符合
条件的均列入补贴对象。

如何将黄标车淘汰，领取补
贴的程序又都有哪些？记者了
解到，淘汰“黄标车”的车主，需
先到有资质的机动车回收企业
报废解体，目前洛阳市共有两家
黄标车拆解（回收）企业，洛阳市
金收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
司，位于老城区定鼎北路营庄
（310国道与定鼎北路交叉口西
北角），为方便当地车主办理业
务，该公司在各县（市）设有回收
网点，可拨打电话62267203咨
询；河南百通废旧车回收拆解有
限公司（位于洛龙区王城大道南
段，电话65670008）。

本报讯 明天，2015年下半
年将正式开始，转眼间半年时间
已过。据市气象台预报，明日起
天气将晴，全市最高气温将达到
34℃，气温重新回归“3”开头，
这意味着，下半年的开端，凉爽
或将不再，大热天又要进入我们
的生活啦。

昨天一整天，太阳迟迟不露
脸，到了下午，下起了雨，给人带
来了不少凉爽。今明两天天气
怎样？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
天到夜里，全区小雨停止转多
云，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
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1℃，
最高气温27℃到29℃。

7月1日多云转晴天，气温

19℃到34℃。看来，天气转晴
后，气温可是蹭蹭升，“高温君”
又来了。

闷热的天气到来，日常入眠
未免会变得困难。临睡前您不
妨吃一些苹果、香蕉等水果，它
们可抗肌肉疲劳，另外，把橘橙
一类的水果放在枕边，其香味也
能促进睡眠；如果您不喜欢吃水
果，临睡前也可喝一杯牛奶，牛
奶中的色氨酸是人体八种必需
的氨基酸之一，不仅有抑制大脑
兴奋的作用，还具有能使人产生
疲倦感觉的作用。一杯牛奶中
色氨酸的含量足够起到使人安
眠的作用，可以使您较快地进入
梦乡。

明天起，洛阳列车开启“暑运模式”
增开14趟临客，调图后新增2趟高铁，目前学生票开始发售
□记者 樊雪婧 张琮 通讯员 郭琦

核心提示 | 昨日，记者从洛阳火车站了解到，7月1日起至8月31日，洛阳站、龙门高铁站、关
林站等都将全面开启暑运模式。暑运期间洛阳将增开14趟临客，其中洛阳站12趟，关林站2
趟。学生票目前已开始发售，此外，新生也可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学生票。

变化 | 7月起，洛阳增开14趟临客、新增2趟高铁

据了解，今年暑运自7月1
日起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
天。“根据往年经验，预计暑运
期间，洛阳车站将发送旅客
179.5万人次。”洛阳站相关负
责人表示，暑运期间，平均每天
差不多都有近3万人次，其中，

出行高峰期将出现在7月上旬。
为了满足运力，暑运期间

洛阳将增开14趟临客，其中洛
阳站12趟，关林站2趟。此外，
7月1日起，洛阳将执行最新列
车运行图，调图后，龙门站高峰
线列车新增2趟。

据悉，增开临客多为旅游
热门线路。同时提醒旅客，
K4093次上海~乌鲁木齐南/苏
州~西安、K4094乌鲁木齐南~
上海/西安~苏州，是4趟列车并
交替开行，购票时，一定要注意
列车发到站，以免耽误行程。

K4918 西安~日照 23:01到达洛阳 23:26开车
K4917 日照~西安 03:53到达洛阳 04:16开车
K4094 西安~苏州 18:56到达洛阳 19:16开车
K4093 苏州~西安 06:04到达洛阳 06:08开车
3029 郑州~奎屯 18:52到达洛阳 19:04开车
3030 奎屯~郑州 17:16到达洛阳 17:36开车
3148 乌鲁木齐南~郑州 13:12到达洛阳 13:41开车
3147 郑州~乌鲁木齐南 19:29到达洛阳 19:37开车
K4905 广州~乌鲁木齐南 14:46到达洛阳 14:52开车
K4906 乌西~广州 16:18到达洛阳 16:38开车
K4094 乌鲁木齐南~上海 18:56到达洛阳 19:16开车
K4093 上海~乌鲁木齐南 06:04到达洛阳 06:08开车

洛阳站
增开12趟临客

K4988 汉口~银川 19:32到达洛阳 19:54开车
K4987 银川~汉口 16:55到达洛阳 17:18开车

关林站
增开2趟临客

G4616 西安北~北京西 13:32到洛阳龙门 18:39终到北京西
G4615 北京西~西安北 9:40到洛阳龙门 11:18终到西安北

龙门站
新增2趟列车

画外音 洛阳站延长2趟：原西宁～郑州K890/89次延长至合肥（其间经洛阳），并改为特
快，车次改为 T390/89 次；升级 Z 字头直达列车 2 趟：原兰州～上海 K1608/7 次改为直达
Z218、Z217（其间经洛阳）；更改路径1趟：K361次上海~银川（其间经洛阳）中途增加礼泉、
乾县、长武、长庆桥、泾川五个停站。关林站停运2趟：原重庆北～北京西K620/19次，调图
后改为直达列车Z96/5次，不再停靠关林站。

提醒 | 学生票开始发售，网购时需确保与优惠卡信息一致

今日降雨开始“歇”
明日气温将回升

□记者 李晓丹

5个步骤
办理黄标车淘汰
淘汰时，车主需先到机动车回收企业报废解体

□记者 李彬 通讯员 杨磊

各县（市、区）联合服务窗口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

办理黄标车淘汰及补贴流程

7月起途经洛阳的列车有变化

洛阳应急救援队招募新队员
欢迎热衷公益且具备一定户外运动经验的志愿者报名

□记者 李晓波

注：临客列车具体开行日期请关注洛阳站公告

黄标车提前淘汰的，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以下简称
车主）需携带《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
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将机动车交售给
具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办理报废手续，并取得《报
废汽车回收证明》。

车主到公安车管部门注销车辆，并取得《机动车注销
证明》。

车主填写并提交《洛阳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
报表》及车主的相关材料，到各县（市、区）联合服务窗口办
理补贴申请。

经联合审核，对符合规定的，由各县（市、区）黄标车淘
汰联合服务窗口负责在15个工作日内，将按照补助标准
发放相应的补助资金拨付至车主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单
位）或车主本人银行活期账户（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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