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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来来济济铁铁日日均均退退票票量量超超三三万万张张
火车票退票高峰将现，没抢到票的抓紧捡漏啊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记者
乔显佳） 14日13点21分四川乐
山市金口河区发生5 . 0级地震，
由于震区与国内著名旅游目的地
峨眉山——— 乐山大佛较近，引起
旅游业内人士关注。记者采访获
悉，由于当下处于旅游淡季，暂未
听说有我省旅游团在当地受到影
响。

济 南 一 些 常 年 销 售 峨 眉
山——— 乐山旅游线路的旅行社、
自驾游组织接受采访说，他们目
前没有团队在当地游览。不排除
有散客通过代订机票、酒店、交通
工具等方式正在震区游览。地震
发生后，峨眉山景区迅速通过景
区官微发布消息称，峨眉山景区
确有震感，但目前景区内无人员
伤亡，基础设施完好，各景点和服
务窗口正常有序运营，“谢谢各界
朋友们的关心，峨眉山一切安
好！”同时发布多张停车场、酒店
即时现场照片，显示情况与平时
并无二致，秩序依然。

另据峨眉山股份公司营销部
部长何群介绍，14日，共有全国各
地4000余名游客在景区游览，游
客来源暂未统计清楚。此次地震
的震中位于峨眉山与西昌之间，
距离峨眉山景区还有百余公里，
震中乐山市金河口区也不是在去
峨眉山的交通要道上，实际对进
出景区的山路、山体以及服务设
施等影响不大，下步游客仍可放
心游览景区。

小编刚搜罗到这篇文章时，被标题吓了一跳：唬人的吧，摆放张床难道也讲啥风水？仔细研读一
下内容，服了，说得还真有道理。这里面无关风水，更不是啥迷信，而是确实有科学道理。亲，您头朝
西睡过没有？是不是有过噩梦连连、脾气变差等变化呢？也许您还没有感觉出来，而其实，在不知不
觉中您的睡眠质量已受到很大的影响，咱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床上，可别因床头问题影响了咱的生
活质量啊。

这到底是何道理？关注逸周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全部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微信
页面右上角头像,还可以查看历史消息哦!

逸周末粉丝QQ群(384365359)——— 逸家人现在也开通了,欢迎亲们回家!

本报滨州1月14日讯（通讯
员 任秀娟 鲍路路 记者
杜雅楠） 通过电视购物购买
某康复中心一台治疗仪器后，
该中心的一系统相关“服务”接
踵而至，滨州沾城区的赵老太
一步步迈进对方设计好的陷
阱，结果半年时间竟被先后坑
进34万余元，滨州警方近日侦
破此案。

滨州沾城区的赵老太已是
73岁高龄，儿女平日工作较忙，
老伴去世后，她大部分时间就
是独自在家看电视。2014年春
节期间，赵老太在观看一档养

生节目时，被专家介绍的一款
“骨病治疗仪”吸引。赵老太经
常腰腿疼，动了心的她当即通
过节目中的电话联系了做节目
宣传的“北京骨科康复中心”，
花1800元购买了一台“骨病治
疗仪”。两天后，仪器送到了赵
老太家中，并由物流代收了货
款。使用了一段时间后，赵老太
感觉腰腿疼好了很多，就对这
个“康复中心”产生了信任。

不久赵老太便接到了“康
复中心”的电话，又向赵老太推
销“壮骨丸”等药品。赵老太于
是先后多次购买该中心的产

品，每次都是由送货的物流公
司代收货款。交易几次后，“康
复中心”又拉赵老太做他们的
会员，随后又称可以凭借关系
为会员申请“国际扶贫基金”，
赵老太信以为真，再次以快递
代收货款的形式缴纳了档案管
理费、体检费等费用。

2014年5月，赵老太意识到
自己可能受骗，电话联系对方
表示要退出扶贫基金的申请，
对方则称由于是“通过关系”办
理，如果退出则会承担“法律责
任。5月21日，赵老太向当地警
方报了案，至此，赵老太已先后

35次向“康复中心”支付26万余
元。警方通过侦查了解到“北京
骨科康复中心”根本不存在。而
就在警方侦查过程中，赵老太
又被对方诈骗现金8万余元。

2014年12月28日，在北京
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配合下，
滨州办案民警在北京市东城区
东直门外大街察慈小区将犯罪
嫌疑人徐某抓获。徐某对诈骗
赵老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徐某还供述，在此期间他还同
时对四川、秦皇岛等地老年人
进行诈骗。目前徐某已被刑事
拘留。

春运日益临近，大家的归心也越来越迫切。在经历了小年、除夕、返程等几个抢票高峰之后，大多数旅
客抢到了自己心仪的回乡火车票。记者采访获悉，济南铁路局近几日每天退票数均在3万张以上，火车票
退票高峰将出现，还没抢到回家火车票的旅客可以适当捡漏了。

想知道逸周末公
众微信最新分享了什
么？来，扫一扫吧

床头朝西不好，真不是忽悠，是科学

电电视视购购物物后后老老人人被被坑坑走走3344万万
开始时产品还不错，再推销越来越离谱

本报记者 宋磊

济铁近几日日均退票超三万张
铁路客票延长预售期后，

对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的，不
收取退票费，14日可免费退订1
月29日及以后的车票。

记者14日在济南火车站看
到，退票窗口退票的队伍一度
超过了售票窗口的队伍长度。
在济南上班的陕西人小吴告诉
记者，他此前最多的时候囤了
20多张票，后来在网上陆续退
掉了。“昨天刚确定了单位放假

日期，反正现在提前15天退票
不收退票费，用不着的我就赶
紧都退了。”

14日，记者从济南铁路局
客运处了解到，近几天以来，济
南铁路局管内每天退票量都超
过3万张，“其中12日退票总量
为33279张，13日退票总量为
33479张。”铁路部门预计，1月
20日至2月3日将进入改签和退
票高峰期。

对近日的退票小高峰的原
因，相关部门人士分析，近期各
大高校将相继确定放假日期，
此前学生们囤的不少票将被退
掉。而根据新的火车票退改签
政策，提前15天退票将免收手
续费，而改签的火车票乘车日
期在春运期间的，如果退票，铁
路部门将收取20%的退票费。
按照规律，1月20日前后，旅客
之前囤积的车票，有可能会陆
续退回。

记者通过12306网站查询

看到，此前一直十分抢手的济
南到东北方向、济南到北京和
上海等地的客票确实出现了少
量余票。不过临近春节的客票
依然很紧张。

相关业内人士还表示，根
据铁路部门的大数据显示，一
般每天夜间的10点到11点是旅
客退票高峰，旅客可在这个时
间段关注网上信息、捡漏购票。
同时，提醒旅客12306网站提供
网络购票服务的时间为早7点
到晚11点。

据济南站客运处工作人员
介绍，济南至乌鲁木齐、成都、广
州、东三省等地的热门车次卧铺
票仍很紧俏，“旅客都是在确定
确实走不了时才选择退票，这时
一般就到了开车前一两天，所以
这个时段会集中出现一些退票，
随后客运部门会将退票放回网
上出售。”工作人员介绍说，“我
们根据以往经验，推理出了卧铺
票的退订规律。”

此外，根据记者经验，用

12306手机客户端订票的几率
远远大于用电脑网络购票。目
前，铁路部门推出的火车票手
机客户端的使用率远远不及网
络订票，所以在抢票的高峰期，
使用手机直接下单，抢到车票
的几率要高很多。不过，一定要
事先将乘车人信息全部添加到
常用联系人里，网银或支付宝
开通好，这样“秒杀”开始后，选
好车次，选好乘车人，就可提
交、付款一气呵成。

夜间10-11点捡漏机会大

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
悉，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加
开多趟旅客列车，增加运力。

其中，2月5、6、8、9、11、
12、14、15日，济南—哈尔滨
间加开K4576/7次；2月7、8、
10、11、13、14、16、17日，哈尔
滨—济南间加开K4578/5
次。

2月22、25、28日、3月3、
6、9、12、15日，济南—济宁间
加开K5501次、济宁—哈尔
滨间加开K4576/7次；2月
24、27日、3月2、5、8、11、14、
17日，哈尔滨—济南间加开
K4578/5次。

2月4日至2月14日，青岛
北—烟台间隔日加开K5512
/3次、烟台—青岛间隔日加
开K5514/1次、青岛—齐齐

哈尔间隔日加开K4688/9
次；2月6日至2月16日，齐齐
哈 尔 — 青 岛 间 隔 日 加 开
K4690/87次。

2月22日至3月14日，青
岛 北 — 烟 台 间 隔 日 加 开
K5512/3次、烟台—青岛间
隔日加开K5 5 1 4 / 1次、青
岛—齐齐哈尔间隔日加开
K4688/9次；2月24日至3月
16日，齐齐哈尔—青岛间隔
日加开K4690/87次。

按照铁路部门制定的春
运临客开行方案，在集中办
理完务工人员团体往返票
后，1月16日正式对外发售春
运临客车票。对紧张去向的
临客，铁路部门将根据售票
情况进一步增开客车。

16日起临客火车票将网上开售

卧铺票开车前1-2天或将“复位”

乐山昨日地震

对旅游影响不大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记者
王茂林） 自1月13日起，微软停
止对Windows Se rv e r 2008、
Ex ch a n g e S e r v e r 2 0 1 0以及
Windows 7家庭版、专业版、精简
版、企业版和旗舰版在内多款产
品的主流支持服务。业内人士对
此称，这也无大碍，这些版本再用

5年还没问题。
据业内人

士介绍，微软
停 止 对
Windows 7
提供主流服
务却并不意
味着现在开

始 放 弃 使 用
Windows 7的

用户，而实际上是
将系统转入扩展支持的阶段。在
2020年1月14日到来前的未来5年
时间，微软将继续为Windows 7
用户提供免费的安全更新以及付
费的修补程序支持。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微软此
次停止对Windows 7提供主流支
持服务预计不会对用户的使用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至少未来5年内
如此。“停止提供主流支持意思是
不再增加新的系统功能，但还提
供系统漏洞安全补丁，实际上未
来五年用户还照样能使用微软的
免费服务。”

据网络安全专家分析，微软
此次停止对Windows 7的主流支
持其用意在于鼓励用户过渡到接
下来将推出的Windows 10。去年
10月，微软新发布了Windows 10
技术预览版，今年1月21日，微软
将再次举办Windows 10公开预
览版发布会，增加更多功能。业内
人士表示，Windows 10将是微软
继Windows 98、Windows XP和
Windows 7后又一代里程碑操
作系统，至于Windows 10标准
版推出的时间，还要看微软方
面的进度。

无主流支持别怕

Win7仍可用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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