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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旅客就可以购买元旦的火

车票了，备受关注的《铁路旅客意外

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也将于元旦废

止， 从此执行了61年之久的铁路强制

险将退出历史舞台。 铁道部官网上昨

挂出了取消强制险后新票价的政策标

准，下调票价以基本票价为基准计算，

并不是全部票价的2%，而降幅也最少

减额0.5元。同时，按照铁道部安排，成

都铁路局范围内，成渝、成达、成南动

车组列车新票价降幅从0.5元至1元不

等，而成灌动车将继续执行原票价，全

程15元。

取消强制险

降幅为基本票价2%

� � � �从上月国务院公布第628号令《国

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决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

保险条例》明年1月1日废止。昨日，铁

道部官网发出确定消息， 从当天起，火

车票价相应下调，执行取消强制保险后

的新票价。而新票价的降幅政策也首次

“浮出水面”。

此前，不少人猜测，铁路废止强制

险后， 新票价会按照原票面2%的比例

下调，也就是说，比如成都至北京西T8

次列车，硬卧上铺401元，执行新票价就

变为392元左右。事实上，根据铁道部的

政策安排， 新票价并非如此简单计算，

降幅也并不是原票价的2%。

铁道部文件显示，《铁路旅客意外

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六条规定“铁路

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

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也就是，强制

保险费不区分列车等级和席别，每张火

车票中均包含， 都按基本票价的2%计

算，而不是全部票价的2%。

最少减额0.5元

今日可买元旦车票

所谓的基本票价是指普通旅客慢

车（

即绿皮车

）的硬座票价。成都商报

记者查询《铁路客运运价规则》了解

到， 旅客票价是以每人每千米的票价

率为基础， 按照旅客旅行的距离和不

同的列车设备条件， 采取递远递减

（

即距离越远，成本越低，票价就相对

便宜

）的办法确定。车票中包含客票

和附加票两部分。客票部分为软席、硬

席，附加票部分分为加快票、卧铺票、

空调票。据铁路内部人士介绍，因此一

张车票即为座位等级价、 公里数和列

车车型等构成。

铁道部文件指出， 该 《条例》废

止，取消强制保险的同时，铁路部门将

采取适当缩小票价计费单位， 降价幅

度等于或大于强制保险费的处理方

式。具体为：将旅客票价最小计费单位

由1元调整为0.5元， 强制保险费不足

0.5元的，票价相应降低0.5元；超过0.5

元、不足1元的，票价相应降低1元。除实

行公交化票价的线路外，每张火车票的

票价都会有所降低，最少扣减额0.5元。

也就是说， 今后购买车票将出现0.5元

为尾数的零钞。

根据预售期安排，今日起，旅客将

可通过网络、电话以及窗口等购买明年

元旦执行新票价的火车票。铁路部门提

醒，各次列车的新票价，广大旅客可查

询12306网站了解。

成渝动车二等座

98元下调为97元

记者从成都铁路局获悉，成都铁路

局管内成渝、成达、成南动车组票价下

调0.5元至1元不等。其中降幅最大的为

成渝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由原来的98元

下调为97元。

为何成灌动车组不在调价范围？据

成铁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灌铁路开通

运营时，其开行的动车组票价比照公交

分段票价执行，故成灌线动车组继续执

行原票价，成都至青城山、都江堰全程

仍为15元。

该负责人表示， 新核算后的票价，

川黔渝三地的各类旅客列车票价最低

降幅为0.5元，最高为2元左右。特价票方

面， 学生票以新票价硬座票5折进行确

定。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成都铁路

局向社会公布元旦小长假出行安排， 旅客运

输期限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2013年1月3日

止，计4天。成都铁路局通过增开临客、重联成

渝动车组等方式，日均增加车票6.5万张。

部分车次和时间安排为： 本月31日、

2013年1月2日、4日， 重庆北至成都东的

D5101次、D5113次， 成都东至重庆北的

D5108次 、D5120次， 重庆北至成都的

D5125次改为重联运行；2013年1月1日、3

日成都至重庆北的D5102次、D5126次，成

都东至重庆北的D5114次， 重庆北至成都

东的D5107次，重庆北至成都的D5119次改

重联运行。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13时许，

铁道部唯一指定购票网站———中国铁路客

服中心12306网站因空调设备故障，暂停互

联网售票服务，旅客不能登录网站购票。所

幸经过3个多小时抢修后，在昨日16时许恢

复正常购票。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冕 摄影 段韵）

记者从成都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 ，成都

市直属及郊区（

市

）县中小学教室光环境

改造工程已经完成，成都市将对733所中小

学教室进行验收检测。

去年5月，国家颁布了《中小学学校教

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规定教室照明光

源采用荧光灯， 同时为了减少照明光源引

起的直接眩光，教室不宜采用裸光照明，灯

具距离课桌面的最低悬挂高度不应低于1.7

米。今年年初，成都宣布将对城乡2万多个

中小学教室进行光环境改造。

今年秋季一开学， 成华小学锦绣校区

三年级（1）班教室照明灯具就被换了。灯

管外装上了格子灯罩， 灯距离桌面的悬挂

高度调整到了1.7米以上。 成华小学锦绣校

区的电工余师傅告诉记者， 原来教室里装

了15个灯管，分成三列均匀排列。如今，教

室照明灯呈3-2-3阵形， 保证教室里每个

角落都有充足的光线。 灯光从一个个的小

格子透出来，既不妨碍采光，也避免晃眼，

“都是为了保护学生视力”。

“美丽追寻·2012成都百姓故事汇报晚

会”节目安排又有新改动。原定饰演“孝顺

媳妇” 张天欢老公的吉光改为单独讲述

“仁义哥”王冬。据吉光透露，虽然已经在

“百姓故事会”PK赛上讲过这个故事，但是

此次讲述将更加侧重“内心戏”。昨日，成都

军区战旗文工团导演关大心在家里给吉光

开小灶，传授他如何讲好这个故事的方法。

稿子改了20多次

在百姓故事会上讲述的所有人物中，

吉光最喜欢“仁义哥”王冬。“他的内心干

净，没有任何花哨。”吉光被王冬肇事不逃，

坚持送被撞老人去医院， 又四处举债筹集

医疗费的行为感动了。

上个月， 吉光曾前往四川省人民医院

看望李光全老人和王冬。刚一见到王冬，吉

光就握住他的手，“小伙子， 这几天辛苦

了。”吉光称，自己一下子找到了讲故事的

感觉。 在他看来， 肇事的王冬不是一个英

雄，但是他坚守了做人的底线。吉光当时便

决定，把王冬的故事搬上百姓故事会PK赛

的舞台。

本月19日晚，“美丽追寻·2012成都百

姓故事汇报晚会”做出决定，由吉光继续讲

述仁义哥的故事。如今，吉光每天都在留意

“仁义哥”故事的进展，稿子也随之已经改

了20多遍。吉光透露，这个故事中将夹杂一

小段评书，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觉。

讲述侧重“内心戏”

为了把“仁义哥”的故事讲得更好，晚

会导演组特意请关大心导演给吉光开小灶。

吉光说， 李伯清老师强调讲故事的节奏，而

关大心导演则教自己如何让故事打动人心。

“只讲述这个故事是什么还不够，要告诉观

众，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主人公内

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还有观众想知

道的是什么。”这句话让吉光颇为受益。

在舞台上讲述“仁义哥”时，吉光经常会

不由自主地哭起来，特别是两个片段：一个是

“仁义哥”对大爷说的话：“大爷，我也是个七

尺的汉子， 也有儿有女，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

短，我还能安心吗？”另一个片段是“仁义哥”

认了李大爷的老伴做干妈，给老太太跪下后，

老太太抱住亲儿子和干儿子痛哭。

然而，这种感动也让吉光很苦恼，因为

真正的高手在舞台上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昨日，在与关导讲述了这一苦恼后，关导不

仅没有批评他，还讲起了自己在20多岁演话

剧时，也有这样的经历，劝他不要为此而愧

疚，要经常练习。

成都商报记者 赵一丹

成灌动车组不调价，成都至青

城山、都江堰全程仍为15元

降

61年

2%

降幅不是原票价的2%� ，而

是以基本票价为基准计算

取消执行了61年之久的铁路

强制险

0.5元

以成渝、成达、成南动车为例，

票价最少的降0.5元，最多的

降1元

15元

元旦小长假

川黔渝日增车票6.5万张

同 步 播 报

成都至南充：

空调设备故障

12306网站暂停售票3小时

废除强制险后 属于铁路责任照样赔偿

不少旅客提出疑问，废除强制保险后，旅客的安全如何保

障？铁道部文件最后强调，旅客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人身伤

害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铁路运输企业责任的，铁路运

输企业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赔偿。

成都至重庆北：

调后一等座

116.5

元，原为

117

元；

调后二等座

97

元，原为

98

元

成都至达州：

调后一等座

133.5

元，原为

134

元；

调后二等座

111.5

元，原为

112

元

调后一等座

77.5

元，原为

78

元；

调后二等座为

65.5

元，原为

66

元

成渝、成达、成南新旧票价对比如下

吉光讲述“仁义哥”

传递《一座城市的温暖》

成都733所中小学 教室照明改造完工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或访问

paipaidong.cdsb.com。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即可体验精彩！

今日起按新票价买元旦火车票,成渝、成达、成南动车：

了最少5角 最多1元

火车票售票处

漫画 王珏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