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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中国新闻 2021年1月2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 检校：张媚 王赛B02 综合

■■■■■ ■■■■■ ■■■■■

临近春节，在北京工作、老
家在安徽的刘先生十分关心买
票问题。去年因为疫情，刘先
生没能回老家过年，今年能不
能回家也让他一直在买不买高
铁票之间犹豫观望。

1月 13日，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新规，将铁
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开
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新

规发布后，刘先生买了2月9日
从北京到合肥的高铁票，“看疫
情形势发展，如果不能离京过
年，提前8天退掉也没有损失。”

继铁路之后，1月26日，中
国民航局也发出通知，明确自1
月27日0时起，已购买1月28
日至3月8日春节期间机票的
旅客，均可办理免费退票或至
少一次改期。

按照铁路部门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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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4小时、24小时
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行。

在铁路12306APP上，记者
购买了一张2月8日北京到天津
的二等座高铁票，通过支付宝支
付票价54.5元，随后点击“立即
退票按钮”并进行确认后，系统
显示“操作成功”，退票费率0%，
票款实时退回了原账户。

机票方面，根据民航局通
知，乘机日期在1月28日至2
月3日的旅客，自1月27日0时
起至航班起飞前可提出退票或

改期申请；乘机日期在2月4日
至3月8日的旅客，自1月27日
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7天可提
出退票或改期申请。1月27日
0时前已申请退票或改期的旅
客，不适用于本政策。

民航局的通知一发布，即引
起了部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网友“维燕”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
障工作的通知》25日向社会发
布，提出铁路、民航等单位要抓紧
出台春节前后免收退票费的办
法。民航为何不把免费退改的
时间定在26日，而要从27日开
始？这样是否让在此前退票的
旅客白白承担了退票损失？

对此，民航局相关司局负

责人解释说，民航局于1月26
日下发通知，各航空公司收到
通知后，需要一定时间做好机
票免费退改的前期准备工作，
包括制定实施细则、增加客服
人员、完善系统功能等。因此，
通知规定自1月27日0时起旅
客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

他表示，此前1月2日，民
航局已经下发了《关于切实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客票
退改服务工作的通知》，针对国
内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地
区，要求各航空公司及时制定
发布涉及疫情地区的机票免费
退改方案。1月26日的通知进
一步扩大了免费退改政策的适
用范围，明确了春节期间机票
免费退改规定。

对于购买了火车票的旅客
来说，“全国铁路一盘棋”，在哪
儿购买火车票都可以在线或去
车站窗口退票，实现“秒退”。

对于本打算乘机出行的旅
客来说，情况则要复杂不少，一
些旅客退票后迟迟收不到退票
款。对此，民航业专家韩涛表
示，机票销售渠道比较多样，既
有航空公司官网直销、自营
APP、还有传统线下机票代理
商，也有OTA（在线旅行）销售
平台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差旅服
务商等。

他表示，机票销售渠道的不

同，导致整个退票处理的时间有
所不同，快则三五日，有的慢则
长达一个月。

在 26 日的通知中，民航
局表示，各航空公司可以根
据通知要求，制定具体的实
施细则。

目前，中国联合航空、华夏
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布春
节期间机票退改细则。以中国
联合航空发布的细则为例，旅
客通过中国联合航空官网、移
动官网、手机APP客户端、官方
微信账号购买的客票，可直接
登录个人账号在订单详情界面

提交“非自愿-疫情影响”办理
退票；其他渠道购买，可通过原
购票渠道办理（旅行社、代理、
第三方购票网站等）。

中国航协特聘专家、春秋
航空新闻发言人张武安告诉新
华社记者，通知发布后，春秋航
空也及时跟进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以解除就地过年旅客退票
的后顾之忧。后续随着疫情的
变化，春秋航空会及时跟进，根
据不同风险等级，及时出台相
应的客票免费退改方案，服务
好旅客出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

山东笏山金矿生还者回忆井下14天：

“我们始终坚信会有人来救援”
“听到钻孔打通的声音，我们激动地站起来了。那种心情，就像经历了重生。”26日，

被困井下14天成功获救的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生还矿工杜安（化名）、王康（化名）坐在病床
上对记者说，在漆黑的井下，他们始终坚信，会有人救他们上去。

1月10日下午，爆炸发生。
王康说，我们正在那儿工作，就

听见一声震响。“当时什么也看不清
楚，爆炸的冲击波把我们冲得老远，
头盔都碎了。爆炸停止后，我们赶紧
相互找人。”

井下通电和通信系统全被破坏，
漆黑的巷道里，只剩矿灯的光亮。杜
安所在的作业面井下“六中段”是离
井口最远的位置。那里水比较多，大
家担心水漫上巷道，顺着井筒内的梯
子间向上爬。好在第一次爆炸对梯
子间未造成太大影响，他们得以顺利

爬到“五中段”。
不幸的是，抵达“五中段”没多久，

第二次爆炸就发生了。杜安听到有物
体不断坠落。“这次爆炸后烟尘特别
大，隔着两三米距离都看不到人，只能
看见矿灯。”杜安说，有人决定继续往
上爬，表示确认安全之后会给他们信
号。但是，杜安等人始终没有等来信
号，于是他们决定留在“五中段”原地
等待救援。

钻孔打通之前的这几天，是他们
最难熬的时光。由于平日井下作业时
食物都是按固定时间点配送，因此矿

工们并没有储备食物，只能喝水维生。
“井下不缺地下水，但水质比较硬，

不太适合人喝。我们只是偶尔取点，维
持生命。”杜安说，虽然大家的身体逐渐
变得虚弱，但每天都有人去敲击钢管，
试图往上传递声音，只是一直没得到任
何回应。当时，杜安猜测，钢管可能被
炸断了，导致声音没法传递出去。

被困的人出不来，救援人员进不
去，实在太煎熬了。但是大家一直相
互安慰、鼓励，咬牙坚持。“我们始终
相信，党和政府肯定不会放弃我们。”
王康说。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钻机打孔的
声音传来，他们的期待获得回应！

“其实，钻孔打通前两三天我们
就听到声音了。一开始还弄不清到
底打到哪里了，等快打通的时候，我
们就判断出具体位置了。”杜安说，井
下有经验的矿工判断，钻机的威力比
较大，而且打通之后的烟尘和风力也
会比较强。因此，为安全起见，他们
努力起身撤离。

井筒打通的那一刻，他们激动得
无以言表。“我们在井下几天几夜一

口饭都没吃。但是听到钻孔打通了，
一激动就站起来了。”杜安说，那一
刻，他感觉自己重生了。

过了一段时间，当烟尘散去，他们
得以靠近钻孔。体力最好的王康被派
去敲击钻杆，回应井上。当他们的敲
击声传到地面，救援人员也一片沸腾。

“其实我们也没明白他们敲几下
代表什么意思，猜测是在问我们有多
少人、被困了多少天。”杜安说。钻孔
打通没过多久，杜安和被困工友们就
收到了救援人员送来的营养液。随

后几天里，食物、水果、衣物被陆续送
下来，他们的身体状况也逐渐恢复。

王康说，腊八节当天，有人的手
机有电，所以知道那天过节。中午送
下饭，一看有腊八粥。“哎呀，医院、领
导们给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24日，回风井井筒被打通，被困
在“五中段”的矿工们终于等来了救
援队员。“人一激动起来，啥都不会说
了。”杜安说，他们只能一个劲地向救
援队员表示感谢，拿出井上投送的水
请救援队员喝。

升井的机会就在眼前，但是“五中
段”10名幸存人员却没有争抢。杜安
介绍，大家充分发扬风格，让年龄大
的、身体不好的人员先升井。头上有
轻伤的杜安成为“五中段”首批3名升
井人员之一。

王康是最后一批升井的矿工。当
时他戴着黑色眼罩，恰好面朝在现场
等待的人群。听到人们的掌声和欢呼
后，他双手紧紧合十表示感谢。握在
手心里的手电筒还开着，明亮的光线
打在他的脸上。

记者26日在医院见到杜安和王
康时，两人穿着干净的病号服各自坐
在病床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精神状
况不错。杜安说，他在医院得到了精
心照料，饮食已经恢复正常，头部的伤
也已经痊愈。

在井底下，杜安最挂念的是家
人。虽然现在还没见到家人，但
他相信，亲人们悬着的心可以放
下了。

（新华社济南1月26日电 记者
陈灏 刘夏村 张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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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井机会近在眼前却没人争抢
让年龄大和身体不好的先行几天几夜一口饭没吃，听到钻孔打通一激动就站起来了

最难熬的时光喝水维生，每天都有人敲击钢管试图传递声音

2021年春节假期将近。有人早早规划了出游行程，有人买好了机票和火车票准备回家。然而，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行程，选择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买好的火车票、机票能退吗？怎么退？好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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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严控第三国人员中转搭乘
直航北京国际航班入境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吴文诩 王
修楠）在26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徐和建表示，为最大限度严
防境外疫情输入，织严织密首都外防输入网，首都
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经商有关部门，
决定严格控制第三国人员中转搭乘直航北京国际
商业客运航班入境。同时，从1月27日0点起，自
香港直航入境北京的旅客需持香港特区政府认可
的医疗机构发出的7天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证明，入境进京后要严格遵守首都防控措施。

徐和建说，直航北京国际航班乘客应为通航
国家的公民以及在该地的中国公民，严格控制第
三国人员在该地中转入境北京。对拟搭乘直航北
京航班的乘客，相关驻外使领馆将严格复核申请
人登机前旅居史，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予发放健
康码国际版或健康状况声明书。航空公司在售
票、值机等环节做好第三国人员在该地中转入境
北京的提醒、劝阻，对中转人员不予值机和登机。
所有乘客在登机前须填写《搭乘航班前往北京承
诺书》，对于隐瞒旅居史和健康状况等信息的，将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交通运输部印发《疫情防控指南》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
不得擅自关闭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魏玉坤）记者
26日获悉，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公路服务区和
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明确提出除
因疫情防控需要或出现其他必须关停的情况外，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应保持开通运营状态，未经
批准不得擅自关闭。

指南明确，在公路服务区室外广场，加强进入
场区车辆停放管理，实施分区停放；有条件的服务
区应设置高、中风险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
放专区；加油站应尽量减少自助加油服务，避免司
乘人员下车走动，做到快加快走；定期进行场区消
毒，对高、中风险疫情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
放专区、垃圾暂存地、自助加油设施等适当增加消
毒频次。

指南要求，在公路收费站收费亭，安排专人负
责，采用喷洒含氯消毒剂等方式，对回收和库存的
收费公路通行介质进行消毒处理；收费人员在收
发环节，应按要求佩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鲜
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查验应由专人负责，并做好现
场防护以及查验人员、设备的消毒工作。

自1月8日在河北体育馆建成投运以来，截
至1月22日，石家庄“火眼”实验室（气膜版）共计
完成528万人份核酸样本检测。实验室内每三
舱“火眼”为一组，分别承担扫码取样、核酸提取和
样本检测功能，为石家庄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有力支持。

图为1月26日，工作人员从石家庄“火眼”实
验室外走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石家庄“火眼”实验室
检测样本超500万人份

想换工作看过来

这100个职业
现在最缺人！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26日发布最新一期全国“最缺
工”100个职业排行。营销员、保洁员、保安、商品
营业员、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客服人员、车
工、房地产经纪人、焊工位于“最缺工”职业前10
位。从100个职业看，这期的人员缺口数量和求
人倍率均居有排行以来的最高值。

从本期排行看，快递员、市场营销人员、包装
工、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收银员、机械设备安装
人员、机械制造人员、电工、保险代理人等紧俏程
度也名列前茅。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分析说，排行显示
制造业人才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势头。新进排行的
25个职业中，有15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包括冶
炼工程技术人员、汽车工程技术人员、铸造工、金
属热处理工等。短缺程度加大的34个职业中，有
16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如钢筋工、机修钳
工、纺织染色工等。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社会管理和社会服
务人才需求也在加大。保卫管理员、保安、社区事
务员、保育员、养老护理员、中学教师等职业排位
上升。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孤残儿童护理员首次
进入排行。

详细榜单可查询人社部官网。

订好的火车票机票好退吗订好的火车票机票好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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