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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点半点抢票 除首次放票外，有时铁路部门也会在开售车票后其他时段分批放票；一般在每天的整
点、半点都会有车票放出。
2.车票开售30分钟后抢票 车票开售30分钟后，可能会有一批未完成付款的票退回，这是抢票的好时机。
3.开车前15天抢退票 开车前15天以上不收取手续费，趁这个时间在退票高潮中抢到车票。
4.开车前一天抢票 一般情况下，车站会预留少量车票在开车前一天的11:30至13:00、18:00至19:00
放出；区段限售的车票，在开车前24小时解除限制，剩余车票放出。
5.早晚第一时间刷余票 晚上是零星退票返回系统比较多的时间，旅客最好在早上7时系统开通前，提
前查询好余票，想办法在第一时间进入系统抢到所需车票。

本报讯 向西，向西，郑州的
高铁线路再次延伸，这次通达
的城市是大西北内陆城市银
川。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银川
至西安高铁的可研报告，这意
味着，未来郑州可经西安直达
银川。

随着郑州高铁网络的触角
延伸得更远，犹如“蝴蝶效应”，
一条看似无关的线路获批或动
工，都可能为郑州又延伸出一条
快捷的通道。

11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对西安至银川高铁的调整可
研报告进行了批复。该线路速
度目标为250公里/小时。建成
后从西安到银川将缩短到4小时
以内。

由于目前郑州至西安早已
开通高铁，全程只需 2个多小
时，所以在2020年左右，郑州可
通过西安到达银川，全程只需6
个多小时，比现在郑州至银川
21个多小时的车程，几乎省15

个小时的时间。
最近，关于郑州至银川的

高铁，其实，还流传着另外一个
路线版本，就是从郑州经焦作、
延安，直线拉到银川的一条线
路。

不过，对于宁夏提出的第二
条郑州至银川的直线高铁，省发
展改革委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
前该线路还没有纳入国家的“十
三五”路网规划中，还处于概念
的论证阶段。

本报开封讯 11月25日，
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印
象河南·2015 省外媒体中原
行”媒体采访团走进开封，体
验开封推动文化与产业融合
所带来的“文化+”魅力。

代表大宋文化的开封府
和清明上河园，体现的是“文
化+旅游”；汇聚开封特色传统
小吃的小宋城，体现的是“文
化+餐饮”；融合厚重历史的开
封文化客厅，体现的是“文化+
会 展 ”和“ 文 化 + 工 艺 设
计”……来自上海、黑龙江、吉
林、山西4省市的25家主要媒
体及河南9家媒体的记者共
计40余人，乘着初冬的一场

雪，迈进了具有千年文化历
史、独具大宋文化特色的汴梁
开封，每到一处，无不被随处
可见的特色文化和产业融合
所触动。

“文化+体现的是一种文
化包装，将文化和旅游等产
业进行高度紧密的融合，是
提升城市发展潜力的一个增
长点，尤其是像开封这样的
旅游城市。”来自山西晚报的
辛戈说，山西的旅游资源也
很丰富，开封的“文化+”发展
模式，对山西具有很好的借
鉴意义。

开封之行结束后，采访团
下一站将奔赴许昌进行采访。

本报讯 昨日，省招办公
布河南省2015年成人高招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统一网上
录取工作将于12月3日启动。

本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分类划定具体为：专科起点
升本科类包括，文史中医类
200分，艺术类120分，理工类
122分，经管类125分，法学类
160分，教育学类165分，农学
类100分，医学类160分；高中
起点升本科类包括，文史类
175分，理工类175分；高中起
点升专科包括，文史类 120
分，理工类120分；高中起点
本、专科体育类专业和艺术类
专业（除史论、编导专业之外）
录取文化课最低控制分数线
按相应文、理科类的 70%划
定。高起本、高起专艺术类考

生数学成绩不计入总分，由招
生学校录取时作为参考。体
育类、艺术类专业加试合格线
为50分。

我省2015年成人高校招
生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录取工
作将于 12 月 3 日至 18 日进
行。其中，12月3日至11日，
报考志愿录取；12月14日至
15日，网上征集志愿；12月17
日至18日，征集志愿录取。

按照规定，成人高考考试
成绩通知本人，不公布，不对
考生查卷。考生可以通过“河
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
//www.heao.gov.cn.）、“河南
招生考试信息网”（http://
www.heao.com.cn.）查询考
试成绩；12月30日以后，可以
在网上查询录取结果。

春运首日火车票今天就能订了
农民工、学生团体票开售时间为11月26日至12月5日
□记者 刘江浩

核心提示 | 年底各种忙，但是，再忙也别忘记“抢”回家的火车票。两个月的火车票预售期，让
春运一下子扑面而来。今日，郑州铁路部门将通过网络、手机客户端、电话等三种方式，正式发
售2016年春运首日的车票。同样是从今天起，广大农民工朋友和学子们的团体票，也开始发
售，并可以通过三种渠道购买。

春运首日火车票今日开售

虽然距离猴年春节（2月8
日）还有两个多月，但是，从今天
起，春运就开始进入倒计时。因
为今天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
购买春运首日车票，窗口和代售
点则要推迟两天。从12月10日
开始，旅客就能买到明年2月7
日（除夕夜）的火车票。

春运大幕开启时间，每年时
段基本一致。以春节为界，节前
15天，节后25天，整个春运为期

40天。2016年春节为2月8日，
以此推算，2016年春运将于1月
24日启动，并于3月3日结束。

据郑州铁路部门相关人士
介绍，根据往年的经验，明年春
运，节前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2
月3日至2月7日，最高峰可能
在2月7日（除夕）左右。对于买
票来说，购票者最费力气的时间
也将集中在12月2日至12月6
日期间。

其中，人流最为集中的除夕
前一天2月6日（腊月二十八）车
票，可于2015年12月9日通过
互联网或电话预订，而车站窗口
和代售点等渠道则需要等到12
月11日。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六种方
式购买火车票，分别是：网络购
票、电话订票、车站窗口购票、代
售点购票、手机APP客户端购票
和自助售票机购票等方式。

农民工、学生三种渠道可购票

明年春运，郑州铁路部门将
改变以往只能受理5人以上务
工团体票的限制。

郑州铁路局相关人士介绍
说，务工人员个人也可到车站窗
口提出购买增开旅客列车车票
的需求。此外，还将临时增开客
车的预售期缩短为40天，根据
需求可以安排继续增开列车。

广大务工朋友们，可要记清
楚了，今年买回家过年的车票，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

首先，就是与其他旅客一
样，按正常预售期购买车票。

其次，通过所在企业办理增

开旅客列车的团体车票预订。
11月26日至12月5日，用工企
业可到铁路车站专用窗口申请
团体购票资质审核；12月6日至
12月12日，用工企业可通过互
联网提交团体往返购票需求。

最后，12月6日至12月12
日，零散的务工人员可通过车站
专窗，提交增开旅客列车购票需
求。12月 13日至12月 15日，
铁路部门将告知用工企业和务
工人员购票需求满足情况及取
票时间，避免旅客到窗口重复排
队购票。

记者通过教育部门了解到，

明年春运学生集中乘车时间为1
月10日至2月29日。

同样，学生旅客也有三种购
票渠道。

首先，与一般旅客一样，预
售期内购买车票。

其次，可在11月26日至12
月 5日期间，通过学校有关部
门，在互联网集中办理学生团体
往返票。

最后，从12月11日起，你可
通过互联网、车站窗口等渠道，
购买1月10日至2月29日间的
学生往返票。

首次网上购票身份核验 需到车站窗口

对于首次注册12306购票
网站，或者添加常用联系人，可
要留心了。

郑州铁路部门相关人士表
示，近日铁路售票系统升级，“待
核验”和“未通过”旅客只能到各
大火车站窗口去办理身份核验，

代售点暂时无法办理该业务。
广大旅客可前往就近火车站办
理身份核验手续。

目前，12306网站对注册用
户和常用联系人(乘车人)进行身
份信息核验后，持居民身份证的
有“已通过”、“待核验”和“未通

过”三种状态。
而如果是“未通过”和“待核

验”注册用户不能添加常用联系
人，不能购票；“已通过”注册用
户不能为“未通过”和“待核验”
常用联系人(乘车人)购票。

5个抢票节点需牢记

西银高铁可研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未来郑州坐高铁 6小时到银川
□记者 刘江浩

“印象河南·省外媒体中原行”
走进开封体验“文化+”的魅力
□首席记者 周斌 实习生 席小超

省高院公布热线举报电话
帮农民工维护三方面权利
□记者 韩景玮

本报讯 随着法院启动第
七次“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
中办理”活动和农村“三留守”
人员权益保护、打击坑农害农
违法犯罪等系列涉农维权活
动的深入开展，为方便农民工
维权、接受各界监督，11月25
日，省高院公布了号码为
0371-65768520 举报热线，
希望被欠薪农民工、“三留守”
人员及坑农害农案件受害者
举报维权。

省高院同时提醒：一是拨
打举报电话如果遇忙音，可能
是因为打入电话太多，请稍候
再拨；二是拨打举报电话如遇
录音接听，最好能留下联系方
式，以便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
情况，方便及时办理和反馈；
三是除拨打本电话举报之外，
也可向全省各级法院纪检监
察部门举报。

线索提供 乔良

成人高招录取分数线公布
12月3日启动网上录取
□记者 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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