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支付买火车票 省烦恼
汽车票13日起预售 要趁早

2017春运来啦。作为五
年来最早的春运，今年春运
从 1 月 13 日开始，至 2 月 21
日结束，将持续40天时间。

回家过年，首要便是买
好车票。而同往年相比，今
年春运火车票的预售则出现
一大新变化——移动支付。
1 月 10 日，华西都市报记者
探访成都火车北站发现，自
动售票机和大部分售票窗
口，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宝进
行支付，由此省掉了不少麻
烦。在2017年春运期间，成
都铁路局预计，将发送四川
旅客1697万人。

除开铁路，公路售票也
提上日程，四川汽车票务网
将于 13 日正式开始汽车票
预售，热门线路的小伙伴记
得提前购票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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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10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
AQI指数 54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绵阳、康定、巴中、资阳、遂宁、西
昌、攀枝花、眉山、达州、广安、南充、乐山、泸
州、宜宾、乐山、自贡
良：德阳、广元、雅安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3-75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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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05期开奖结
果 ：3847116，一 等 奖 6 注 ，每 注 奖 金
4338660 元；二等奖 12 注，每注奖金 24440
元；三等奖148注，每注奖金1800元。（300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10期开奖结
果：261 直选：7033（554）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10138注（655），每注奖金173元。（138.9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10期开奖结
果：26158，一等奖：130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72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10期开奖结果：976，单选476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单注奖金 346
元，组选6，1111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7005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1、
12、23、06、30、22，蓝色球号码：05。一等
奖14注，单注奖金6083962元。二等奖204
注，单注奖金92986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1018195332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新变化
买火车票可手机支付

1月10日上午，市民张先生乘坐地
铁一号线，来到成都火车北站售票大厅
外，他的老家在陕西西安，每次回家都要
到火车北站乘车，今年也不例外。

看到大厅里排着不少人购票，他便
来到大厅外，准备通过自动售票机购票，
简单几下操作，票选好了，可一摸裤兜，
居然发现没带钱包。幸好，今年的自动
售票机，已经可以用手机支付宝来支付，
张先生才避免了多跑一趟路。

记者走访成都火车北站、成都东站
发现，自动售票机上都已经贴上“支付
宝”的标示，记者尝试购买成都至简阳的

动车票，成功使
用支付宝进行支
付，购票变得简便
而快捷。

10 日上午，成
都铁路局成都车站
党委副书记田小川告
诉记者，在2017年春
运，不仅是成都车站站
内的自动售票机，整个
成都铁路局的自动售票
机，都已经实现手机支付
宝支付，支付方式的多样
化，也让旅客朋友更加方
便。

据称，不仅是自动售票
机，在春运期间，成都车站三
分之二以上的人工售票窗
口，也会开通支付宝支付。

这次冷安逸了
明天气温回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一股冷空气，让

“三九”天拿出了它应有的态度。最近两天，成都
冷风、冰雨造访，气温直线下降，昨日，最高气温再
次创了今冬以来的新低。好在，冷空气大势已去，
明天即将离开，气温将回升。

在冷空气以及风雨的帮助下，冬姑娘终于刷
了次存在感。大街上，羽绒服登场了，无数压箱底
的秋裤也默默复活。脖子缩进围巾里，双手藏进
衣袖里，冬姑娘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来了大家对
它这最基本的尊重。

气温节节败退，最高温从稳居两位数，到跌破
10℃，昨天，又降到了6.2℃，这可是今冬以来最冷
的一天了。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成都人，终于开始
盼望升温了。别着急，冷空气已经准备撤退了，今
天再坚持最后一天吧。12日，冷空气影响基本结
束，12、13日，成都以多云或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气温回升至12℃，阳光也将温暖回归。

下一次降温，估计得到16日。据四川省气象
台预计，16-18日，盆地还有一次降温降水过程，
不过这次重在降水，降温不太明显。

事件回放
给村民发钱直播后收回

2016年11月初，一段“揭秘大凉山假
慈善”的视频开始在网络疯传。

这段来源于快手直播平台的视频中，
10多名村民分成两排，或蹲或站，前排村民
手中拿着一叠百元人民币。一名身穿白色
短袖的男子，挨个从他们手中将钱取回，一
边取钱一边说：“待会给你们发东西……”
白色短袖男子在将钱收回后，交到一名戴
着金项链、双臂文身的黑衣男子手中，并招
呼村民解散，到附近领取“礼物”。

公布这条视频的，是快手直播平台上，
名叫“快手黑叔”的主播。“黑叔”称，这是一
帮人在做“伪慈善”：直播给村民发3万元
钱，但直播完了，又将钱收回去。

视频中发钱的男子，则是网名为“快手
杰哥”的主播。“杰哥”之后承认，他确实是
在做假公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涨粉
丝。

“黑叔”之所以公布这段视频，原因是
直播团队之间出现了内讧，双方相互揭秘、

相互攻击。“杰哥”随后反击称，“黑叔”也不
是好人，也在打着公益的幌子，做着伪慈善
的事。

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调查，在
2016年9月至10月期间，有多个伪慈善直
播团队在凉山进行直播活动。从他们发布
的视频来看，除了给当地村民“发钱”，还有
人给老人洗脚，嘘寒问暖；还有人购买了烤
鸭等熟食，发给村里的孩子，并要求孩子们
表现出吃得很香的样子。

经媒体报道后，“伪慈善”事件引发全
国网友愤怒，快手直播上所有相关账号被
关闭。

警方调查
两嫌疑人获利数十万元

伪慈善事件发生后，凉山警方高度重
视，迅速成立了以法制、网安、刑侦部门组
成的联合调查组。同时，“快手”公司主动
通过相关渠道联系警方，协助核实“杰哥”、

“黑叔”等主播的真实身份，固定相关电子
证据。

据介绍，警方在布拖县等地实地调查
发现，快手主播“杰哥”及“黑叔”一行人长
期在凉山昭觉、布拖等地召集村民拍摄捐
赠现金及物资视频，拍完后，又将全部现金
和大部分物资收回。例如，给村民发4个鸡
蛋，却收回3个，发一盒铅笔，只下留2支。

主播们将这些“伪慈善”视频上传至
“快手”直播平台，借此吸引粉丝关注“送礼
物”捐赠，实现获利目的。调查组调查后认
为，上述行为涉嫌诈骗，责成凉山州布拖县
公安局立案侦查。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杰哥”，安徽
宿州人）已被逮捕，刘某（“黑叔”，黑龙江肇
东市人）已被刑拘，两人对自己利用“伪慈
善”视频诈骗他人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警方调查，自两人第一次去布拖县
拍摄“伪慈善”视频起，杨某通过直播平台
骗取“礼物”提现金额达到24万9千余元
(249766.65元)，而刘某亦获利18万6千余
元（186254.05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之中。

毛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对于具备高精神文化追求的老龄人
来说，关注文化艺术品交易，拥有几件艺
术品，正成为其新的文化乐趣。如今，一
种新型的文化投资养老方式——“文化金
融”正进入到老龄人口中。日前，由华晚
集团携手江苏知何堂及景德镇陶瓷交易
所共同打造的“毕加索墨韵童真瓷盘”藏
品在南京惊艳亮相，同时展出的还有中国
艺术研究院一级画师李英保创作于2010
年的《冰姿玉蕊》和有2500多年历史的佛
教“贝叶经”。这不是一场司空见惯的艺
术品拍卖会，而是华晚集团为“老龄金融”
做出的又一次服务创新。

据介绍，毕加索原作真迹，以及全球
限量发行的一比一引制品将于1月在景德

镇陶瓷交易所正式发行。

艺术投资养老新方式
有数据显示，2005年—2015年，全球

艺术市场销售额从359亿美元上升到638
亿美元，销售额增长77.6%，销售量从2820
万件上升到3810万件，销量增长35.3%。

“华鼎”总裁刘旦复说，“文化”和“老龄产业”
已成为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的“风口”，文化
产业的“产品的流通性”和“客户的流通性”
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亦文网依托的“爱福
家”客户资源及景德镇陶交所的稳定平台
等，都是利好因素。爱福家公司总经理孙钧
评价此次合作是“非常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华晚董事长曹斌铭介绍，作为一家专

注于老龄产业的投资集团，致力于“让更
多的老年人更加富足、健康和快乐”，华晚
除创建“爱福家”、“颐众商城”、“颐彩社
区”及“满城芳”项目外，还推出了各种老
年服务项目以及红色公益项目，亦文网则
是在“老龄金融”领域，满足老龄人高层次
的文化及投资需求的第四大服务平台。

老龄文化消费更重道德良心
“我们将定位于领先的文化艺术品投

资服务平台，将对接国内各大文交所共同
打造电商平台。”亦文网总经理朱延俊表
示：“线上艺术品众筹所有文化艺术品均
可在线交易成功，同时与广大文交所合
作，进行资源互补，并且也推出行业教科

书《最后的金矿》”
作为亦文网的战略合作伙伴，景德镇

陶交所的执行董事周雪松表示，该所的交
易平台除了实现陶瓷艺术品的实物交易，
还通过专家评审会的审定、国家检验检疫
局的检测鉴证，把适合投资的艺术品挂牌
上市。在合作中，亦文网要将引入的文化
艺术品提交相应的文交所审定和鉴证；也
是作为一个电商平台，为具备资质的艺术
品交易机构与普通客户架起联通的桥梁，
实现艺术品交易的“平民化”。

“老龄人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及中青年
人。在创新服务老龄人文化消费需求的
同时更应注重道德良心。”曹斌铭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今年春运早

抓住经济发展新“风口”老龄艺术投资实现平民化

火车票遗失可挂失补办
1、从2017年1月1日起，旅客的车票

丢失可以在途中或者到站后再挂失补办。
旅客若在列车上、出站检票前丢失实名制火
车票，只要提供身份证件、有效购票信息，经
核验确有购票信息，且原票未被使用的，可
在列车上、出站口办理挂失补办手续。

2、为方便放假的同学们顺利取到车
票，目前成都车站在川大、电子科大等学校
内安设有自助取票设备，方便就近取票。

3、由于假期乘客较多，请广大旅客在
就近的车站、代售点提前取票，预留充足的
乘车时间，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网上退票务必在发车前2小时
1、市民可凭验证码或者身份证到(始

发车站综合窗口、车站自动取票机、红旗超
市等代理网点)取票。

2、如果已取得车票，请到始发站的“综
合窗口”办理退票。未取得车票，可在网站
操作退票，网上退票功能将在发车时刻前2
小时关闭，关闭后只能到始发站办理退票
手续，退票资金将在1-7个工作日内退还
支付账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摄
影 刘陈平

2016年11月，大凉山伪
慈善直播事件引发全国关
注。在快手直播平台上，“杰
哥”、“黑叔”等人直播给村民
们发钱，但在直播结束后，又
将钱全部收回。

今年 1 月 10 日，凉山州
公安局在“净网灭谣”专项行
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透
露，炮制“伪慈善”直播事件
的主播“杰哥”杨某、“黑叔”
刘某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吸
引粉丝获利数十万元，其行
为涉嫌诈骗。目前，嫌疑人
杨某已被逮捕，刘某已被刑
拘。

好消息
汽车票13日起预售

不仅是铁路，公路汽车票售票也传
来了好消息！记者从从四川汽车票务网
获悉，今年春运四川汽车票将于13日正
式开始预售。

参考往年春运的数据，省内春运热
门线路前5名，分别是在成都到巴中、成
都到通江、成都到泸州、成都到宜宾、成
都到旺苍。

大家注意了！以上热门线路，在除
夕前3天的汽车票最为紧俏，即1月24

日(腊月二十七)、25日、26日的车票最难
预订，预计抢票高峰在1月18日左右。

因此，选择巴中、通江、泸州等热门
线路出行的旅客朋友，建议提前购票，避
免给春节返乡带来不便。

目前，成都新南门、汽车总站、东站
汽车站等主要客运站预售期均为10天，
由于四川汽车票务网覆盖全省250余家
汽车站，各个车站预售期和放票时间均
有不同，常规预售期为5-15天，实际预
售期限以实时查询为准。

总的来说，取票高峰在1月22日—
1月26日，网络购票的朋友们，一定要提
前到车站取票，建议单张车票用身份证
取票，多张车票用验证码取票，避免到站
后排队过久，影响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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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伪慈善直播 两主播涉嫌诈骗被拘

1月10日，春运前夕，成都火车站开通网络购票支付宝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