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制险取消后 火车票价小幅下调
元旦起上海至宁、杭火车票价降5毛

A06 时事
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胥柳曼 美术编辑 郭海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发布厅

》网友反映
按基本票价2%降价
每张票最少降0.5元最多降4元

铁路部门昨日表示，根据国务院第
628号令，《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条例》明年1月1日废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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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不少旅客都认为此次火车票降
价是在现有票价的基础上下降2%，而实际
上，降价是按基本票价的2%来降。铁路部
门昨日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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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铁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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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的基本票价是指普通旅客慢车

（ 即绿皮车）的硬座票价。
业内人士透露，火车票的价格构成比较

复杂，基本票价本身占的比例就不是太大，
以一张100元的车票为例，基础票价可能只
有十几到二十几元，因此按基本票价2%降
的票价也会很少，有的可能只有几毛钱。

记者昨日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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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统计从上海出发
至宁、杭降0.5元，至京降2元

票价调整后，进出上海的各趟列车车
票大概能便宜多少呢？记者昨日了解到，
沪宁、沪杭高铁各段的降价幅度基本都是
0.5元。举例来说，沪宁高铁目前上海站至
南京站的G字头列车二等座票价为140元，
降价后为139.5元；沪杭高铁上海虹桥站至
杭州站的G字头列车二等座票价目前为78
元，降价后则为77.5元。

而其他方向，京沪高铁上海虹桥至北
京南站的京沪高铁G字头二等座将下调2
元，由目前的555元降为553元；上海虹桥
至武汉、郑州的动车，也将分别下调1元与
1.5元。

为配合此次票价调整，12月21日起，
上海铁路局调整了车票预售期，各售票渠
道只发售乘车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以
内的车票。而今天起，2013年1月1日起调
价后的车票将全面开售，同时车票预售期
也将恢复正常。

铁路部门表示，废除强制保险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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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90后第一次性
活动平均年龄为18.6岁。本市首条“ 少女
意外怀孕求助热线65876866” 统计显示，
在校学生的首次性活动年龄明显提前。而
在2007年，热线统计80后的第一次性活动
的平均年龄为19.5岁。

记者从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少女门
诊的最新调查数据中了解到，在针对第一
次性活动场所的调查中，有29%的在校学
生第一次性活动在宾馆、连锁酒店“ 钟点
房”或所谓的“ 日租房”中发生，其中有
31%没有采取必要的避孕措施。

每月流产女性中半数未婚
“ 日租房流行也是大学生性行为发生

率上升的一种体现。”“ 上海市少女意外
怀孕求助热线65876866”负责人郁东艳说
告诉记者，沪上每月进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女性中，半数为未婚女性，其中约30%为在
校女大学生。而近期一项针对7个城市8万
余名高校大学生进行的“ 性与生殖健康状
况”调查报告也显示，14.4%的未婚高校学
生承认有过性行为，而其中超过25%的女
学生经历过意外妊娠。

“ 大学生性接触频发，其中多数就发
生在同居屋、旅馆和短租房中。”郁东艳表
示，与性行为发生率上升相对比，大学生
的避孕意识却严重不足。求助热线开通7
年来，共接到大学生意外怀孕求助超过
4400例，其中甚至有少数女学生频繁进行
人流手术。

大学城附近日租房广告随处可见
“ 精装宾馆式日租房，空调、免费上

网、彩电、席梦思大床、红木地板⋯⋯日
租30-80元。”在高等学府云集的某大学

城附近，类似日租房广告泛滥。在该大学
城中附近一条商业街上，从大小商场入
口到路旁的电线杆、墙面，随处可见各种
日租房广告和层层叠叠粘贴过广告的痕
迹，地面上还散落着从墙壁上揭下来的
传单。

“ 几乎天天都有人在门上或者店边上
贴广告，我们看到都会制止。”路旁一家奶
茶铺老板表示，大部分商户对这种租房小
广告很反感，但就算撕掉也会很快被贴上
新的。而一位大学生告诉记者，常看见这
种出租房广告，一些露骨的广告甚至会写
上“ 爱巢”等词汇，令人脸红。

据记者了解，租赁日租房非常简单，
电话联系房东看房间，觉得满意就交订金
约定入住时间，既不用做身份登记，也没
有任何对入住人员和访客的限制，这不得
不让人怀疑其安全性。

今后，市民买
火车票时可能要经
常遇到有0.5元零
头的情况了！随着
铁 路 强 制 险 的 取
消，从2013年1月1
日起，全国铁路将
实施新票价。不过，
由于每张火车票中
包含的强制险只是
基本票价的2%，而
不 是 全 部 票 价 的
2%，因此强制险取
消后票价的降幅也
非常小，基本为0.5
元至4元。

另外今天起，
上海地区的火车票
预 售 期 将 恢 复 为
12天（ 含当天，下
同），元旦小长假
的车票也将全面开
售，计划出行的旅
客可及时购票。

本报记者 刘春霞

降价不给力
并且开启“ 5毛”时代

对于此次火车票调价，不少网友此前
曾很期待，不过降价方案公布后，0.5-4元
的降幅显然大大低于网友的预期，不少网
友都大呼“ 感受不到”。在某网站一项“ 火
车车票价下降”的调查中，有538人把票投
给了“ 很好，是惠民政策的落实”，而投给

“ 下降幅度太小了，感受不到” 的则有
14313人。

网友“ jack2han”表示，就便宜了五毛
钱，还不如就原价算了，“ 100以内的就别
动了啊，五毛多麻烦，自动售票机有时候
还会缺的。”网友“ snfuture”也透露，“ 调
价后，他回家的火车大概便宜1.5元，还买
不了一瓶矿泉水”。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 再瘦的蚂蚱也是肉，降价总比不降好”。
而针对调价后火车票将经常出现0.5元

“ 零头”的情况，不少网友也调侃说，短途动
车、高铁票价从此开了开启“ 五毛”时代，

“ 看来售票窗口要准备大批的5毛了。”
另外，昨天下午，有旅客反映，无法登

录铁路12306网站订票。随后，12306网站
发公告称，“ 因硬件设备故障，正组织抢
修，暂停互联网售票服务”。不过，不久网
站订票就重新恢复。

少女意外怀孕热线开通7年来
大学生意外怀孕求助超过4400例

本报资料图 记者 丁嘉 摄

明年3月31日进行
体育类专业考试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市教育考试院
昨天印发《 201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类专业招生实施办法》称，凡报考体育
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专业考试。考生
于2013年3月31日上午7! 30前持准考证
和身份证原件准时到上海体育学院参加
专业考试。考试项目包括身体素质和专项
技术二大项。

本市2013年体育类专业考试总分值
为100分。具体分值组成为：身体素质考试
共三项，每项满分25分，三项总分为75分；
专项技术考试一项，满分为25分。具体各
项目分值的权重由各招生院校根据专业
培养目标自行确定。

体育类专业考试市统考合格线上的
考生，应在规定的志愿填报时间内，持本
人体育类专业考试成绩单到本人文化考
试报名所在区（ 县）高招办(应届高中毕
业生到所在中学)填写《 2013年上海市普
通高校招生考生志愿表》，报考相关院校
的体育类专业。报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
可以兼报除提前录取批次外的其他批次
院校的非艺术、体育专业。

体育类本科专业在艺术体育本科批
中进行录取；体育类高职（ 专科）专业在
高职（ 专科）艺术体育批中进行录取。填
报体育类专业的考生，不得再填报提前批
中的其他专业。已被体育类专业录取的考
生，其他院校不再录取。

城市休闲化评价
指数上海排名第二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记者日前从由
华东师范大学休闲研究中心与上海长三
角旅游研究中心联合制作的《 中国城市
休闲化评价指数》（ 2012）获悉，今年，北
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等5座城市的城
市休闲化评价指数蝉联排行榜前5位，而
天津则由前一年的第12位，跃升至第9位。

该评价指数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我国
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以及5个计划单
列市，共计36个城市。

“ 感动交大”
校园人物评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饱受病魔困扰
但积极面对顽强拼搏扬帆追梦，终获成功
的奥运冠军徐莉佳；8人接力捐赠血小板
救助13岁白血病少年；帮农民工购买火车
票，圆他们的返乡梦⋯⋯“ 感动交大”十
大新闻人物近日评出，这些团队和人物，
给这个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在校园里传
递出正能量。

今年初，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本科二
年级学生王立宇曾与同学自发为农民工
网购火车票，帮助他们顺利返乡过春节。
同学们将零花钱凑在一起，开通了网银，
连续9天在民工企业和温州火车站广场等
地，锲而不舍地数千次刷新网络，帮助农
民工购得500余张珍贵的火车票。这次志
愿活动感动了许多人，也体现了90后大学
生的一份责任担当。

而本报曾多次报道过的上海交大绿
色爱心屋也已成为校园里线上线下的人
气公益平台。截至目前，绿色爱心屋网站
访问34万多人次，实名注册人数达6030
人，收到捐赠物品超过10万件，发放爱心
物品18806件。

《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明年1月1日废止。从当天起，火车票价相应下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