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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月13
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
息，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态
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来
不便，自发售2月12日（正月初一）车票
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即1
月 29 日起售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车
票。1月14日至1月28日，只发售2月
11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同一起售

时间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
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体起售时间

可通过12306网站（含客户端）查询。
自 1 月 14 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

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

原规定的开车前 15 天以上同比例调
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7天及
以内退票的，仍按48小时以上、48-24
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
执行；办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仍
不收取改签费用；其他情况仍按原规
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出行
需要办理退票的，铁路部门将及时公告
相应退票措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1
月 13 日，四川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闻通气会成都专场在成都
市公安局进行。据介绍，自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成都全市公安机关共立案
侦查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14 件，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14.6 亿元；打掉
恶 势 力 集 团 78 个 、恶 势 力 团 伙 66
个；侦破九类涉恶案件 4254 件，采取

刑 事 强 制 措 施 9649 人 、移 送 起 诉
7460 人。

据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局副局长鹿
斌介绍，成都市公安局坚持“破网打
伞”和反腐“拍蝇”同步推进，全力配合
纪委监委“破网打伞”，与纪检监察部
门建立完善线索、案件双向移送反馈、
会商机制，确保扫黑除恶与反腐“拍
蝇”同步推进，共向纪委监委移交公职

人员违法线索 129 条，发出公安提示
函214份。

此外，成都市公安局将群众广泛
关注的黄赌毒、盗抢骗、套路贷等突出
犯罪及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网络自
媒体等新兴领域犯罪纳入专项斗争，
开展各类专项整治20余次，以扫黑除
恶为引领的工作思维破解治安顽疾，
维护良好社会经济秩序。

火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省公安厅发布5起诈骗案例

电信网络诈骗
已“盯上”短视频平台

近年来，随着各种短视频APP的
兴起，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娱乐的同时，
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充斥其间。据四
川省公安机关不完全统计，2020 年，
在抖音平台上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或
因该平台引流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数，相较2019年大幅飙升。

近日，四川省公安厅反诈中心发
布了5起发生在抖音平台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例。据介绍，高发的案件类型
主要有刷单类诈骗、杀猪盘诈骗、贷
款类诈骗、投资理财类诈骗、虚假中
奖类诈骗。以下为其中三例：

案例1

2020年9月中旬，绵阳市民张某
在家中刷抖音时，一名陌生人添加其
为好友，随后询问她是否愿意做兼
职。张某听到后觉得自己在家中带娃
娃闲暇时间较多，想赚些零花钱，便按
照对方提示下载了一款名为“米聊”的
聊天APP，随后被骗54555元。

案例2

2020 年 7 月 7 日，资阳市民徐某
某在刷抖音时，一名陌生人与其私信
聊天，聊了一段时间后双方互加了第
三方聊天软件好友。随后对方以发现
博彩网站有漏洞，可以包赚不赔为由，
带他“一起赚钱”。徐某某第一次充值
40000元，操作后提现46310元，然后
对方告诉他，下次充值20万元可以赚
更多钱。徐某某充值 20 万元后发现
无法提现，共计损失193690元。

案例3

2020 年 9 月 1 日，成都小学生李
某（12岁）用母亲的手机刷抖音时，看
到可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的二维码链
接，为了领到免费皮肤，他点进去加入
了聊天群，对方告知要领取免费皮肤，
需要扫码输入验证码，并向其发送二
维码（实为收款二维码，验证码实为支
付金额），李某先后6次使用微信扫码
的方式被骗38767元。

广大民众在玩抖音时，千万不
能放松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惕，须
知抖音平台上鱼龙混杂，不法分子
潜伏窥伺、寻机作案。请大家务必
牢记“五要五不”防范口诀：陌生来
电要警觉，不大意；网络信息要查
证，不轻信；可疑链接要谨慎，不乱
点；资金转账要核实，不着急；一旦
被骗要报警，不犹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票面乘车站开车时间前 退票时收取的退票费占票价
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 不收费
7天以内至48小时以上 5%
48-24小时 10%
24小时以内 2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右拐，我们去喝茶。”“警官，我
给你说我上次酒驾……”警车上，男
子拉着民警的手，嚷嚷着要抽烟、喝
茶，还给民警讲起了他上一次的“酒
驾故事”。

1月13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
郫都区分局获悉，近日，该局查获一起
醉驾，一名男子血液中酒精浓度竟高
达504.6mg/100ml，是目前成都已查获
醉驾中最高的。目前，该男子因涉嫌
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男子驾车等红绿灯
昏睡不醒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8 点 03
分，一辆牌照号为川 AXXX26 的白色
小轿车行驶至成都市郫都区蜀新大道
港通北三路红绿灯路口处，停下等候
红绿灯。绿灯亮起后，任凭后车不断
鸣笛催促，该车纹丝不动。

几分钟后，一名路过司机见情况
不对，走到白色小轿车前查看，发现该
车驾驶员耷拉着脑袋似乎睡着了，但
拍窗呼喊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立即
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

120 救护车和民警先后抵达现
场。民警打开车门，一股酒味扑鼻
而来。见驾驶员昏睡不醒，120 医务
人员和民警迅速展开现场抢救，并通
知交警到场处置。

血液中酒精浓度
远超人体极限

成都交警十三分局犀浦中队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协助 120 医务人员将
经过急救后情况有所好转的驾驶员送
到医院。

一路上，该驾驶员嚷嚷着要抽烟、
喝茶，要求警车右拐去他所说的位置，
还试图拉着民警的手“唠嗑”，讲从前
的“酒驾”往事。

随后，民警对该驾驶员进行呼气
酒精测试，测试结果达到了 347mg/
100ml。

随即，民警依法对该驾驶员进行
了血液提取检测，其血液中酒精浓度
竟然高达 504.6mg/100ml，远超人体
极限。

因严重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犯
罪，交警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经询问，驾驶员周某供述：他长期
天天饮酒，2020 年 11 月 15 日晚上喝
了3瓶2两装的高度“二锅头”白酒；次
日早上7点左右，又喝了同样的2瓶白
酒，随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当行驶到港
通北三路路口等候红绿灯时酒劲发作
陷入昏睡，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什么都
不知道了。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
最高面临6个月拘役

1 月 11 日，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成都交警十三分局民警介绍，周
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目前成都已
经查获的醉驾中应该是最高的。根
据相关规定，周某将被处以“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的处罚。同时，周某曾于2016年因酒
驾违法被处罚，此次属于二次酒驾违
法，或将面临最高 6 个月拘役的刑事
处罚。

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饮酒后一
定要根据饮酒类别和数量进行充足时
间的休息。一般程度的饮酒，最好在
24小时后再开车，以免发生酒（醉）驾
交通违法，甚至引发交通事故，给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立案侦查黑社会性质组织案14件

成都公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报战果

晚上喝3瓶“二锅头”，早晨出门前再来2瓶

一男子醉驾被查 酒精含量“破纪录”

周某驾车等待红绿灯时昏睡不醒。

梯次退票
收费规定

（1月14日起执行）

警方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