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什么是铁路电子客票？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2日，记
者从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
月 3日起，郑州地铁全线网开通刷脸
过闸乘车功能，郑州地铁由此全面进
入“刷脸时代”。

继今年9月 27日郑州地铁1号线
及 14 号线一期开通刷脸乘车后，12
月 3日，郑州地铁 2号线一期、地铁 5
号线及城郊铁路一期也将开通刷脸乘
车。即日起，群众可在郑州地铁所有
已开通站点刷脸过闸搭乘地铁。

据介绍，郑州地铁在全国首个实现
全线网刷脸乘车，并率先采用刷脸乘车

“先乘车，后付费”的信用支付模式。目
前，郑州地铁刷脸乘车功能开通人数已
近20万，每日近万人次刷脸乘车。

郑州地铁5条运营线路已开通车
站均支持这一功能，每个站点的 2个
进站口和2个出站口均设置有刷脸设
备 。 乘 客 登 录 郑 州 地 铁·商 易 行
APP，在“乘车”页面点击“刷脸乘车”，
按照提示选择支付方式，并预留脸谱
信息进行认证，即可开通这项功能。
目前，刷脸乘车功能支持建设银行龙
支付、微信免密支付及会员钱包支付。

该功能的全线网上线，将改变地
铁乘客传统的乘车方式，极大缩短乘
客排队等待时间。今后，郑州地铁乘
客将省掉没有零钱、手机没电、忘带票
卡、手拿行李、怀抱小孩，行至闸机前
无法及时过闸乘车的烦恼。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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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记者 12
月 1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
共向省内高校和考往省外高校的河
南籍学生发放 2019年度国家助学贷
款 38.41 亿元，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55.61万人，数额、数量均居全
国首位。

“自 2004 年我省与国家开发银
行合作探索建立国家助学贷款‘河
南模式’以来，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
贷款 220.65 亿元，资助学生 353.17
万人次，贷款发放量、资助困难学生
数量均为全国第一。”河南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主任宋振介绍，我省国
家助学贷款回收情况良好，截至今
年 10 月底，到期贷款本金 44.14 亿
元，本金违约率仅为 1.05%，远低于
国家确定的 15%的风险补偿金比
例。我省已实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对我省高校学生和考往省外高校的
河南籍学生全覆盖，国家助学贷款
已成为我省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主渠道和教育脱贫攻坚的重
要政策措施。③3

全国首位！

我省38亿元助学贷款
惠及55万学子

民生速递

天气

□本报记者 宋敏

12月 1日，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

商合段 3条高铁同日开通，与之同步，这 3条高铁以

及徐兰高铁郑徐段河南境内的车站开始实施电子客票。此前，郑焦城际铁路

沿线车站已先行试点电子客票。今年年底前，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管内高铁及动车组停靠站内全面推广应用电子客票。

那么，电子客票时代，到底怎么坐火车?“无纸化”时代如何查看座位信息

及报销？证件丢失了怎么办？对此，记者详询铁路部门并进行了梳理。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套路贷”陷阱四伏，花样百出，受害人往
往损失惨重，甚至家破人亡，对社会造成极大
的危害。“套路贷”有哪些套路？如何不被套
路？12月 2日，记者就此采访了郑州市中原
区法院审管办主任李军波。

识别“套路贷”，要看其中的借贷行为是
否具有以下全部或部分特征：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我还没下班，孩子就放学了。
孩子去哪儿？”——这是开封不少家长过去绕不开的难题。
如今，这个难题得到解决：从12月2日起，开封城区所有公
办小学开展课后延时服务，让孩子课后有去处，让家长担子
变轻松。

课后延时服务以家长自愿报名、学生自主参加为前提，
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延时服务
费用采取财政补贴和家庭共同分担机制，按照2∶1的比例，
每生每月由政府补贴40元，家长承担20元。”开封市教体
局局长娄和彦介绍，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烈士子女、残疾学
生及残疾人子女等，实行费用全免政策。

据统计，开封市约有7万名小学生自愿报名参加课后
延时服务，占城区公办小学在校生人数的85%以上，低年
级在校生将延时至17时 30分，高年级则延时至18时。按
照要求，学校作为校内课后延时服务的安全责任单位，将把
安全放在首位，确保学生在校人身安全。

课后延时服务的内容包括：学生放学后的看护、做作
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
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小学生的影片等。

同时，在相关文件中提到，课后延时服务属于课外公益
活动，全部由学校教师提供，严禁学校以课后延时服务名义
开展营利性活动，严禁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教学或“补
课”，严禁以开展课后服务为名压缩教学计划或正常教学时
间。

“课后延时服务让我们上班族接孩子的担子一下子减
轻了不少，同时也丰富了孩子的课外生活。”开封市二师附
小一位学生家长表示。

“今后，我们将根据课后延时服务试行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并鼓励开封各县区根据自身实际逐
步开展课后延时服务，让这项惠民政策给开封百姓带来更
多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娄和彦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又有一群孩子能在学校吃午
饭了！12月 2日，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凤凰双语小
学、丰产路小学等首批 10所学校开启校外配餐。12月
20日前，金水区还将启动“中央厨房+卫星厨房”试点，
破解学校“学生多食堂小”的难题。

2日中午 12时，在工作人员完成开箱温度监测、食
品留样等流程后，金沙小学的老师将一盒盒午餐分发
到孩子手中。“每天接送孩子很麻烦，送午托部又不放
心。”家长司爱龙在现场“监督”配餐全程后说，学校提
供午饭放心多了，希望饭菜质量和安全有持续保障。

各校除制定供餐方案外，还在用餐礼仪、劳动教育、
学生管理、餐后活动方面进行详细安排。比如未来小学
就针对各年级年龄特点安排了舒缓活动、影视欣赏等丰
富的餐后活动。

此外，金水区还将开启“中央厨房+卫星厨房”模
式。何为“卫星厨房”？“它是餐食热炒、加工、配送中
心。”金水区教文体局工作人员解释道，所有食材统一采
购后，在“中央厨房”进行初级加工，准时送达学校的“卫
星厨房”，根据学校作息时间对半成品进行后期加工制
作。

工作人员说，采取“中央厨房+卫星厨房”模式后，食
材统一采购减少进货中间环节，集中加工可以提高原料
综合利用程度，同时降低了对校园场地和餐厨人员需
求，从而将学生餐费更好地运用于提高饭菜质量上。

今年，郑州市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补充、家长
自愿、费用自理的原则，把中小学生午餐供应作为“民心
工程”“政府实事”。年底前，金水区将有两批共计23所
学校相继开启校外配餐；同时，还将新建、改扩建 23所
学校食堂，明年 1月将实现供餐。预计 2020年春季开
学前后，全区 61所区属中小学的近 11万中小学生将享
受到在校用餐的便利。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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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贷”有翻新“路数”皆有别

看这里！识破“套路贷”套路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2月 2日，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我省以晴到
多云天气为主，基本无降水。豫南部分
县（市）、豫中中部及豫东局部等地出现
中度至重度干旱，需做好田间保墒防冻
管理，为小麦安全越冬打好基础。

省气象台预测，本周我省周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少，周降水量：0mm；预
计本周中期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省，其
余时段冷空气活动较弱，周平均气温接
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西部、北部
1℃～2℃，其他地区3℃～5℃，周内极
端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6℃～
-4℃，其他地区-3℃～-1℃。

12月 1日全省自动土壤水分监测
网 218 个 测 站 0cm～50cm 资 料 显
示：目前豫南大部、豫中、豫东和豫西
南局部等地的 91个（占 42%）测站存
在不同程度的旱情，豫南大部、豫中、
豫东、豫西南局部土壤相对湿度在
50%以下，为中度至重度干旱；豫北、
豫西及豫西南局部的14个（占6%）测
站土壤相对湿度在 90%以上，为偏
湿；其他 113个（占 52%）测站墒情适
宜。根据当前墒情和作物需水状况，
预计到 12月 8日，豫南大部、豫西南、
豫东及豫北、豫中局部等地存在不同
程度的旱情，其中豫南部分县（市）、豫
中中部及豫东局部等地仍土壤相对湿
度在 50%以下，为中度至重度干旱；
其他大部地区土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目前我省
小麦大部正处于分蘖阶段，各地要根
据小麦苗情、墒情进行分类管理；对于
群体偏小、长势较差的地块可追施冬
肥，以保证小麦健壮生长，促进冬前壮
苗形成。③5

本周晴暖少雨

中原铁路电子客票范围再扩大

电子客票时代，如何坐火车
台账民生

小课后 大民生
民生法眼

如何避免落入套路？李军波编了个口
诀：理性消费不攀比，投资观念不冒进；网络
借贷要警惕，生人借贷要注意；现金交易要
避免，收还证据留心记；借款合同谨慎签，签
字落笔三思行；收到传票不慌张，依法应诉来
维权。③4

是否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出
借人是否以小额借款公司等名义
对外借款，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是
否以“违约金”“保证金”等名目骗
取受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
阳合同”及房产抵押合同等。

是否制造银行流水痕迹，造成
受害人已经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
项的假象，要求借款人按借款合同
约定偿还本息。

出借人是否设置违约陷阱、制
造还款障碍，故意造成受害人违
约，或者单方面肆意认定受害人违
约，并要求受害人立即偿还“虚高
借款”。

是否存在恶意垒高借款金
额。在受害人无力还款时，出借人
介绍其他“小额贷款公司”或个人，
或者“扮演”其他公司与受害人签
订新的“虚高借款合同”予以“平
账”，导致受害人越陷越深。

出借人或催收人是否采取欺
骗、胁迫、滋扰、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等软硬兼施手段“索债”；“套路
贷”是否以“校园贷”“车贷”“房屋
贷”等形式出现。

郑州市金沙小学学生在享用午餐。⑨3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摄 开封市金明实验小学学生在课后自主阅读。⑨3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摄

互联网互联网（（含手机含手机APPAPP））购买电子客票购买电子客票

购票证件或二维码识别进站

电子客票，也称“无纸化”车票，
是以电子数据形式体现的铁路旅客
运输合同。

“电子客票实现了旅客购票、进
站、候车、乘车、出站、换乘等全过程
信息化服务。”郑州东站副站长白斐
说，与传统纸质车票相比，电子客票
将其承载的旅客运输合同、乘车、报
销三个凭证功能分离，实现运输合
同凭证电子化、乘车凭证无纸化、报
销凭证按需提供。

2 电子客票的优点是什么？

●旅客可享自助化实名验证、验票等无干扰服务；

●快速、自助进站检票乘车，减少排队取票环节；

●自助办理退票或改签，减轻车站窗口压力；

●彻底解决丢失车票、挂失补票、贩卖假票等问题；

●提高售票和乘降组织效率、降低设备故障率等。

3 我省哪些站点可以用电子客票？

12月 1日起，开通电子客票的车站分
别是郑渝高铁长葛北、禹州、郏县、平顶山
西、方城、南阳东、邓州东站；郑阜高铁许昌
北、鄢陵、扶沟南、西华、周口东、淮阳南、沈丘
北站；京港高铁商丘东站；徐兰高铁郑州东、
开封北、兰考南、民权北、商丘站。

今年年底前，郑开城际宋城路、绿博园
站，郑机城际新郑机场站；郑徐高铁开封北、
兰考南、民权北站；京广高铁许昌东、新乡东、
鹤壁东、安阳东站；郑西高铁郑州西、巩义南、洛
阳龙门、渑池南、三门峡南、灵宝西站，全部实施
电子客票。

4 如何购买电子客票进站？

车站窗口车站窗口 代售点代售点 自助售票机自助售票机

可以打印购票信息单，不再
出具纸质车票，当场核对购
票信息。

电子客票的车次、席位、乘车
时间、检票口等信息都可在 12306账户订单
内查询，或查看手机短信、微信或邮件等。

此外，通过网站自行下载、打印，或在
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打印
的“购票信息单”也可以显示相
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购买减
价优惠车票的旅客，还需要随身

携带相关优惠证件（如学生证、残疾军人证）
以便查验。

5 如何改签、退票？
●已打印：应到车站指定
窗口按规定办理

●未打印：可通过 12306
网站（含手机 APP）或车
站指定窗口办理

7 电子客票如何报销？

需要报销的旅客，可在开
车前或乘车日起 30 日内，
凭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含
自动售取票机）打印电子客
票报销凭证。旅客使用电子
支付且未取出报销凭证，可以
在互联网自助办理退票或改签
电子车票；在乘车前已打印报销
凭证的，需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
改签。铁路部门提
醒，电子客票报销
凭证作为国家税务
部门认证的有价票
据，只能办理一次。

8 带娃进站怎么走？

6 证件丢了怎么办？

●旅客在乘车前丢失证件的，应到
该有效身份证件的发证机构办理身
份证明，凭身份证明进出站、乘车。

●旅客在列车上、出站前丢失证件
的，须先办理补票手续，经站车核验
席位使用正常的，开具客运记录交
旅客。

儿童旅客的购票方式没有变
化。在检票乘车时，持儿童票的旅

客须凭购票时使用的本人或同
行成年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通过人工通道完成实名制验
证、进出站检票手续。铁路部

门在各进站口设有针对老人、儿
童旅客的优先通道。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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