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 江苏省镇江市一年
一度的排队 “打酱油” 大戏
再次上演。 从 7:30 到 17:00，
提着大壶小壶前来排队打酱
油的市民络绎不绝。 当天，
最多的一位市民打了 700 斤酱
油， 而准备的 60 吨酱油也几
乎销售一空。

走进位于镇江市中山路上
的酱油供应点， 就看到 9 口
盛满酱油的大缸一字排开，
浓浓的酱油味弥漫在空气中，
每一口大缸旁边都有一名工

作人员正在用大漏斗为市民
的空壶里灌满酱油。

据酱油供应商介绍， 春节
前打酱油的传统在镇江已经
延续 30 多年了， 每年都会吸
引大批市民前来打酱油。 今
年将供应 400 吨酱油， 比去年
多了 100 吨。 工作人员说， 从
往年的情况来看， 通常会有 2
万多人来打酱油， 而 8 日是
第一天， 已经有 5000 多人来
了。

据中新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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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春运进入第四天，北京各火车站客
流继续上升， 日均发送旅客已突破 40 万
人，达到 44 万人。 2 月 9 日开始，北京增开
往宝鸡、郑州、杭州共 16 趟高铁。铁路部门
预计，下周客流将逐渐达到高峰，高峰日旅
客发送量预计将达到 54 万人。

传统黄牛:内部关系仍能拿票
尽管今年火车票购票时间大幅提前，

铁路部门和公安机关重拳打击黄牛抢票倒
票，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举措并未使黄牛
党销声匿迹，他们从线下转战线上，接单生
意依然红火，部分黄牛日收入超过千元。

记者在北京、 武汉等地火车站采访发
现，由于网络售票的大范围普及，售票窗口
排队不像以前那样拥挤， 售票大厅内的黄
牛明显减少。

然而，传统黄牛并未消失。在北京一个
火车站内， 记者在退票处咨询是否有去长

春的票时， 一位黄牛马上把记者带至旁边
一个小吃店。 与“上线”电话联系后，黄牛
表示可以买到六天后去长春的动车票，但
每张票最少加价 150 元。

记者联系几位在北京、武汉等地长期倒
卖票的黄牛，由于今年火车票购票时间大幅
提前，加上提前 15 天可免费退票，使传统黄
牛生意惨淡，大多手头都没“备票”。

“若你真想要票，我也能拿到。 ”武汉
市一位黄牛表示， 虽然大部分车票都在网
上销售， 但一些大站始发的直达或快速列
车都有一节卧铺车厢是为列车乘务员预
留，一般都有空余铺位不对外销售，但找车
站计划室还是能拿到票，“每张票加价 100
元，要是前往成都、重庆等热门方向，价格
还得更高点”。

“网络黄牛”:从旅馆获取乘客信息
在与 “春运” 有关的贴吧和论坛，代

抢、代购火车票的黄牛随处可见。他们留下
联系方式招揽生意。

一位黄牛称， 网络抢票取决于网速和
软件两大因素。 一般用户网速 10 兆，而他
们配置了 100 兆光纤宽带； 加上专门为抢
票设计的外挂程序，能记录乘车人信息，不
断自动重复登录，1 秒钟可自动登录 3 次，
直到登录成功， 同时通过对 12306 网站的
不断刷新和监控， 一旦有人退票， 不超过
0.1 秒就能发现，“有我们这些专业人员
在，一般乘客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抢到票”。

记者梳理发现黄牛买票的全流程：拿
到购票者身份信息并收取定金， 用抢票软
件随时监控所需车次退票情况， 或将此前
囤积的车票有计划退票， 再用购票人身份
信息抢回， 最后采取支付宝等渠道收取票
款和佣金完成交易。

网络抢票使不少黄牛赚得盆满钵溢，

甚至形成客服人员接单、 技术人员抢票的
专业化操作流程。一黄牛透露，现在平均每
天能接 20 单，按照每单佣金 50 元计算，每
天收入就能达 1000 元。

据介绍，针对身份信息认证，黄牛可通
过网购获取， 甚至从旅馆的住宿登记簿上
获取大量真实身份信息用于囤票； 抢票从
以往的固定几个账号集中买， 改成使用乘
客本人的 12306 网站账号分散买， 避免被
网警监控。

对此， 专家建议， 一方面要完善法
规， 堵上漏洞， 加强警方网络监控力度主
动出击， 对异常现象和群众举报及时调
查； 另一方面改变当前退票马上重新销售
的做法， 将所有退票延时集中投放， 让网
络黄牛无法即退即抢， 提高普通旅客的抢
票成功率。

据《新京报》报道

网络黄牛配百兆宽带抢票
退票靠秒杀 一般乘客根本没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 随着春节
假期日益临近， 全国铁路客流小幅上涨。
7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681.7 万人次， 8
日预计发送旅客 700 万人次。 铁路部门提
示广大旅客： 春运期间， 铁路部门加开
了大量旅客列车， 目前大部分方向尚有
余票， 旅客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不要
从票贩子手中购票， 以免上当受骗。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进入春运以来， 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各重点地区不同方向均有余票：

北京地区开往哈尔滨、 沈阳、 太原、
上海、 济南、 成都方向有余票， 北京至
哈尔滨 K4021 次、 K4023 次列车， 北京开
往沈阳 K4017 次列车， 北京开往太原
K4097 次列车， 北京开往南昌 K4207 次余
票较多； 上海地区开往北京、 南昌、 南
京、 苏州方向的高铁列车有余票； 广州
地区去往合肥、 武汉、 郑州方向有余票；
深圳开往重庆的 K4496 次列车， 东莞开
往南昌的 K4375 次列车， 广州开往汉口
的 K4106 次、 K4108 次、 K4114 次列车余
票较多。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随时关注铁路
12306 网站， 通过互联网、 电话、 车站、
代售点窗口和自助售取票机等方式进行
购票。 铁路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广大旅客，
要使用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通过正规渠
道购票， 不向他人泄露个人身份信息，
不从票贩子手中购票。

记者 8 日从北京警方了解到， 警方
破获了乘坐飞机进京入户盗窃的犯罪团
伙，已核实入户盗窃案件 70 余起，涉案
金额超百万元。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负责人说，
警方在对两起破坏防护栏钻窗入户盗窃
的案件进行调查时，经过案件串并发现，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 北京市东城、西
城、朝阳、海淀、丰台、昌平等城区连续发
生 70 余起类似案件，通过对嫌疑人犯罪

的规律特点进行分析， 警方判断这些案
件系一个多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所为。

通过对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痕迹
证据等进行比对， 警方首先确定一名叫
孔某的犯罪嫌疑人， 自 2014 年 3 月以
来，孔某多次乘飞机往返于北京和贵阳，
每次在京停留几天后即走， 且每次在京
活动点位与多起入户盗窃案件重合。

随后， 警方对孔某及其周边人员展
开调查， 逐渐锁定分别负责盗窃和收赃

的两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据介绍，这
两个团伙的犯罪成员主要来自贵州铜仁
地区，多人有犯罪记录。 每次作案前他们
乘飞机来京， 傍晚离开暂住地搭乘出租
车寻找人员稀少的中高档小区或监控条
件不佳、 住户窗口装有防护栏的老旧小
区作案，得手后当天销赃并迅速离京。

1 月 20 日、28 日， 警方先后将涉案
的 14 名嫌疑人抓获， 其中 13 人被刑事
拘留，1 人被治安拘留。 据新华网报道

□相关新闻

铁路重点地区均有余票

旅客莫轻信票贩子

团伙“打飞的”进京盗窃
涉案金额超百万元

江苏镇江万人排队打酱油
最多者打了 700 斤

8日， 在江苏镇江一家百年老字号企业设立的临时供
应点前，前来打酱油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