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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2日起起，铁路部门推出“接续换
乘”方案推荐及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
(覆盖 C、D、G字头列车）两项便民服务新
举措，进一步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从 12 日起，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
机客户端购票，当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
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接到达的列车
时，旅客可选择“接续换乘”功能,售票系
统将向旅客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
车余票情况,如果旅客选择购买，可以一
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关于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该负
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在海南环岛高铁开
展该项服务试点的基础上，自 12日起，全
面推出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务。旅
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时，
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动车组列车座位示
意图选择座位，当剩余座位无法满足旅
客需求时，系统将自动进行配座。

12 日上午记者使用 12306 手机客户
端体验发现，当记者选择 13 日从北京发
往上海虹桥的 G5 次列车后，在确认订单
页面下方会出现“选座服务”选项，点进

去后可选择靠窗、过道或中间座椅位置，
记者选择了靠窗位置为 A 的座椅，在选
择提交订单后，被随机分配到了一个座
位号为A的靠窗位置。

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续换乘及动车组列车选座功能为首次
推出，铁路部门将根据运营情况和旅客
建议，持续优化完善。铁路部门提醒广
大旅客，有关两项服务的具体情况，可
登录 12306 网站查询“接续换乘及选座
功能说明”。

据《北京晚报》报道 “我只是个看孩子的，什么都不知道。”在
新疆乌鲁木齐市幸福路一住处，一身着西装、
短发的妇女面对屋内大量用黄色胶带打包的
大麻，一脸无辜地表白说。

记者 10 月 12 日从乌市公安局水区分局
禁毒大队了解到，警方现场查获大麻 60 公
斤，经过调查取证和嫌疑人指认，自称保姆的
妇女马某就是这些毒品的主人。

10 月 1 日晚，乌市水区公安分局禁毒大
队得到线索，有人在乌市幸福路一住宅内贩
卖毒品，侦查员赶到现场，将可疑房间围住，
但不论侦查员怎么敲门，喊话，里面的人就是
不开门。

此时蹲守在楼下的侦查员反馈来的消息
称，嫌疑人正从六楼窗户往外扔东西，初步查
看是大麻。

于是侦查员果断找来开锁公司工作人员
将门打开，就在打开房门一瞬间，房内的一男
一女从六楼窗户跳下，一名年纪稍大的妇女
站在客厅里，自称是“看孩子的”。进房后，侦
查员在房内发现大量用胶带捆好的大麻。

女子跳下楼后伤了腿被侦查员现场抓
获，同时跳下的男子掉在松土上，身体没大碍
一溜烟没了踪影。随后，侦查员在楼附近又
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经讯问，男子交代自己
是负责“送货”的。

经过审讯，跳楼女子和“送货”男子交代，
“看孩子的妇女”其实就是大老板，当天晚上
跳楼女子和丈夫过来进“货”，发现被警方把
门堵死后，决定跳窗逃走，不想楼层太高女子
受伤。据 38岁的马某交代，60公斤大麻是自
己从外地购买的，准备在乌鲁木齐贩卖。目
前，上述三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被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据《乌鲁木齐晚报》报道

新华社长春10月12日电 吉林省公
安厅 9月 29日向公开悬赏通缉的 10名重
大命案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历时不到两
周。

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黎海滨表示，
省公安厅刑侦局会同基层刑侦部门，分
别派出 10 个工作组，奔赴广东、内蒙古、
海南、山东、四川等 10 余个省份，参战民
警累计行程 7 万余公里，在北到漠河、南
到三沙、东到抚远、西到成都的广大范围

内开展抓捕。
截至目前，公开悬赏通缉的 10 名命

案嫌疑人已全部落网。他们分别是：杀
死 1 人、潜逃 24 年的 1 号嫌疑人李忠臣；
杀死 1 人、潜逃 24 年的 2 号嫌疑人陈研；
杀死 1 人、潜逃 21 年的 3 号嫌疑人姚裕；
杀死 1 人、潜逃 21 年的 4 号嫌疑人杨明
军；杀死 2人、伤 2人、潜逃 21年的 5号嫌
疑人刘云昌；杀死 1 人、潜逃 19 年的 6 号
嫌疑人金胜范；杀死 2人、伤 2人、潜逃 18

年的 7 号嫌疑人牛春生；杀死 1 人、潜逃
17 年的 8 号嫌疑人王海；杀死 1 人、潜逃
15 年的 9 号嫌疑人李东超；杀死 1 人、潜
逃 12年的 10号嫌疑人姬长东。

吉林公安在缉捕 10 名嫌疑人过程
中，还接连抓获多名其他命案积案嫌疑
人，其中潜逃时间最长的达 32 年。黎海
滨表示，公安机关正告所有违法犯罪在
逃人员，应立即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
取宽大处理。

近日，一张三名女游客整容后脸部浮
肿的照片在网上流传，有网友指出，这张照
片中的三名中国女游客在韩国整形医院整
容后面目发生变化，导致滞留机场无法出
境。记者从多方了解到，网络中所流传的
照片拍摄场所与机场无关。

同时，韩国法务部也表示，韩国国内机
场未发生过游客因整形后，相貌与护照照
片不符而被禁止出境的事。韩国观光旅游
局提醒，外国人在韩接受整形手术后要及
时请医院出示相关证明书，以方便用于在
机场通关核对身份。

女游客整容后被扣韩国机场？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韩国机场遇到

了三名无法出境的中国女游客，原因是三
人整容后面目发生变化与护照照片不符，
帖子中还附上了一张女游客整容后脸部浮
肿的照片。

随后，三名女游客的照片迅速在网络
中流传并引发热议，部分网友指责“女游客
整容”，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指出，不应该
把三个人的样子拍下来，更不应该放到网
络上。

记者在热传图片中看到，图中有三名
头部包裹着白色纱布，面部可见严重浮肿
的亚洲面孔女性坐在一处未知的大厅中。
三人手中均拿有一本砖红色疑似中国护照
的本子，本子中还夹杂着几张单据等。除
三人外，图片中的大厅内还有其他多名男
女。

就此，记者向多名在韩国生活者了解
情况。在韩多年，曾在旅行社和多家免税
店工作过的袁女士表示，从这张图片中

看，图中三名女性所在的位置应该不是机
场，而是韩国的一家知名免税店，三人手
持护照中所夹的卡纸看上去应该是团队编
号卡，或者是在免税店购物后，免税店用
卡夹给客人单据的卡纸，三名女士所在的
位置应该是免税店的顾客服务中心。同
时，袁女士透露，韩国每年都会接待很多
来整形的游客，这些游客在整形后也不影
响出境。

整形后是否存在被困问题
据韩国某大型整形医院顾问杨女士介

绍，韩国从多年前就开始针对外国人推出
了一种“整形观光”的签证，所以，很多游
客都为了变美慕名来到韩国整容。但是，
从未听说过有游客因为整容被韩国海关拒

绝出境。
杨女士说，一般在正规整形医院做了

手术后，整形医院都会出具一份做过整形
手术的证明书，出境时，携带这份证明书就
可以顺利出境。如果整形严重无法辨认的
话，海关会在看到整形手术实施证明书后，
根据入境时录入的指纹来核对身份信息，

“只要不把录入过指纹的手指剁掉，就算女
的整成了男的都没事”。

杨女士在看过照片后还说，从历年来
她所接触到的在韩做整形手术的中国人
中，照片中三名女士术后的浮肿情况还不
算特别严重，所动的部位也不算多，所以，
应该不会出现被拒绝出境的问题。

11 日下午，韩国旅游观光公社医疗美

容咨询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他
们已经留意到网上所传的“中国人在韩接
受整形手术后无法出境滞留机场”一事，他
们觉得有些意外。工作人员介绍，正常情
况出境时，海关的工作人员不仅靠核对护
照照片一种方式来确认出境人员身份，还
会利用整形医院开具的整形手术实施证明
书和入境时录入的指纹进行身份核对，所
以一般不会出现无法辨别身份的情况。这
名工作人员称，虽然整容至什么状态对出
境都不会有影响，但从照片中看，三名女士
面部浮肿还未消肿，他们建议，在这种状态
下还是消肿后再离开，以免发生意外情
况。同时，韩国观光旅游局提醒，外国人在
韩进行整形手术后要及时请医院出示相关
证明书，以方便用于在机场通关核对身份。

韩国法务部称消息不实
针对网上所流传的中国女游客赴韩整

容后被禁止出境的消息，11 日，记者从韩
国法务部出入境管理事务科了解到，他们
已经得知了“三名女游客整容后被禁止出
境”在中国热传的情况，但工作人员称事实
并非像网络流传那样，在近期的韩国国内
的机场中，没有发生过游客因整形后相貌
与护照不符被禁止出境的事，而且以前也
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据介绍，事实上，访问韩国的外国人
在通过入境审查台时都会留下指纹，出境
时可根据指纹检查来确定身份。韩国法务
部 从 2012 年 就 开 始 提 取 入 韩 外 国 人 指
纹，并储存在网络上，所以不可能发生这
种情况。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三名中国女游客整容后被扣韩国机场？
韩法务部辟谣称未发生过游客整容后被限制出境情况

新华社济南10月12日电 济南市历
城区警方日前侦破特大系列电信诈骗案
件，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涉案总金额
200多万元。据警方介绍，此次系列案件
侦破缴获了 50 余张银行卡，带破外省份
同类案件 100余起。

今年 7月，一位济南市民网上订购机
票，后被以飞机延误退款为由诈骗现金
近 12万元。济南历城警方接到受害人报

案后，第一时间开展止付、冻结和查询工
作，并抽调刑警、网警、经侦、派出所等人
员成立联合专案组。最终，确认犯罪嫌
疑人在海南省儋州市。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经过 20多天跟
踪摸排，济南警方成功抓获符某某等 5
名犯罪嫌疑人。经查，20岁的犯罪嫌疑
人符某某冒充机场客服人员，编造飞机
延误退款虚假信息实施了诈骗。骗得款

项由同伙在海南多个地方取走。
据警方介绍，自今年 6月以来，符某某

组织其他犯罪嫌疑人专门以编造飞机延
误机票需要改签返款为由让受害人提供
银行卡，并按其要求进行操作退款的方
式，进行电信诈骗活动。先后在全国各地
作案100余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

目前，该 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济南警方破获特大系列电信诈骗案
涉案金额200多万元 5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动车高铁12日起可网上自主选座
“接续换乘”可一次购买两段行程车票

警方查获60公斤大麻
“保姆”竟是幕后老板

吉林公安悬赏通缉10名命案嫌疑人
两周内全部抓捕归案

警方缴获的毒品警方缴获的毒品

网传赴韩整容的三名女游客被扣机场图片网传赴韩整容的三名女游客被扣机场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