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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开列车数量创新高

预计中秋运输期间发送旅客

985 万 ，同比增加 123.9 万 ，同比
增长 14.4%， 日均发送旅客 246.3
万。 客流最高峰日将出现在 9 月
13 日（中秋节），预计当天发送旅
客 285 万。

预计国庆运输期间发送旅客

2740 万，同比增加 233.9 万，同比
增长 9.3%，日均发送旅客 274 万。

客流最高峰日将出现在 10 月 1
日，预计当天发送旅客 340 万。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计划增加开行超过 110 对旅客
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投入运
力创新高。 为满足两节期间长三
角至北京、南昌、汉口、郑州、兰州
等长途热门方向运力需要， 中秋
小长假期间安排加开长途直通旅

客列车 8 对， 国庆黄金周期间安
排加开长途直通旅客列车 11 对。
此外， 铁路部门 9 月 12 日、10 月
1 日还加开上海至深圳北 D905/6
次、上海虹桥·广州南 D935/6 次、
上海虹桥·珠海 D941/2 次、 上海
虹桥·广州南 D931/2 次 4 对高铁
动卧列车， 方便沪浙沿海旅客出
行需要。

新增“刷脸进站”设备

为实现 12306 线上向线下服
务的延伸，中秋前夕，上海虹桥、
杭州东、南京南、南京、合肥南、宁
波、苏州、无锡、金华，以及杭黄高
铁千岛湖、建德、桐庐、富阳，青盐
铁路赣榆、连云港、响水县、滨海
港、阜宁东、射阳等 21 个车站的

12306 旅客服务中心将全面启用，
为旅客提供咨询、应急改签、重点
旅客预约、接送站、高铁顺手寄、
行李搬运、失物招领等服务，充分
运用个性化、自助化、智能化、精
准化手段为旅客提供全行程无障

碍服务。
为提升客运火车站进站实名

制核验能力和效率， 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下半年在

部分客运站增设一批自助实名制

核验闸机。预计国庆前夕，铜陵、
义乌等 12 个日均客发量 5000 人
次以上的高铁普速一体火车站 ，
新沂、海宁、昆山等 4 个日均客发
量 3000 人次以上的普速车站，以
及温州南高铁站增设的 104 台
“刷脸进站”设备（即自助实名制
核验闸机）将投入使用。届时，长
三角铁路“刷脸进站”设备将由原
来的 476 台增加到 580 台， 覆盖
的地区和范围由 26 个城市 48 个
火车站扩充至 40 个城市 65 个火
车站，旅客进站候车更畅通，体验
更美好。

动车组列车在线扫码服务自

2017 年 12 月 26 日推出以来 ，深
受旅客的欢迎。截至目前，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配属的所

有动车组列车均实现在线扫码服

务。 旅客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
二维码标签，实现在线点餐、清扫
提醒、便民服务等需求。列车工作
人员根据旅客需要提供送餐 、定
向清扫以及其他便民服务。同时，
旅客也可以通过该系统查询列车

正晚点以及其他服务信息。
铁路候补购票服务自今年 5

月 22 日全面上线至今，长三角铁
路通过该项服务已为始发列车旅

客成功购票 205.3 万张，兑现率高
达 60%。 旅客可在车票售罄的情
况下使用候补购票功能， 截至目
前， 长三角铁路候补购票服务已
成功兑现国庆运输前 5 天 （9 月
28 日—10 月 2 日）车票 20 万张，
预计 10 月 1 日客流最高峰日将
满足 7 万名候补购票旅客的购票
出行需要。

铁路部门提醒： 使用候补购
票服务可大大提高买到火车票的

几率。 候补购票功能仅中国铁路
12306 网站（含手机 APP）具备。旅
客提报候补购票服务后， 铁路部
门还可以根据候补购票大数据 ，
通过重联动车组、加挂车辆、加开

列车等方式，动态调整运力，精准
增开列车。

检票需走对“通道”

作为全国第二条试点电子客

票的线路，沪宁城际铁路自今年 7
月 27 日应用试点电子客票以来，
已有超过 400 万旅客享受 “无纸
化”出行带来的便捷，预计国庆期
间， 至少有 200 万电子客票旅客
出行。在试点中，出现了部分旅客
对电子客票实施规定、 程序不了
解，导致在进站、安检、检票等环
节受阻，影响了出行乘车体验。

铁路部门提醒： 旅客通过中
国铁路 12306 网站（含手机 APP）
或沪宁城际铁路 20 个车站购买、
发到站均在 20 个车站范围内的
动车组列车车票时， 铁路部门不
再出具纸质车票， 旅客凭购票时
使用的证件原件， 自助办理实名
制验证、 进出站检票。 在进出站
时，请注意“可刷证、扫码”“可刷
证、检票”以及“人工”三种通道设
置，并注意按照检票口引导标识，
对应检票通道依次排队， 不要走
错通道。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包璐影） 随着老港焚烧二
期实现日均 6000 吨的全量
运营， 目前， 老港基地生活
垃圾日焚烧总量已达 9000
吨 。 记者了解到 ， 从昨天
起， 老港综合填埋场停止原
生生活垃圾填埋处置业务 ，
仅保留应急处置功能， 实现
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据介绍， 老港基地运营
至今 ， 从一二三期到中外
合资的四期再到五期综合

填埋处置运营 ， 生活垃圾

从简易填埋到标准卫生填

埋 ， 从过去的填埋为主到
填埋焚烧并存再到现今焚

烧为主填埋为辅 ， 因填埋
而兴旺发展 ， 因填埋而创
新向前。

从传统作业到工厂作业

的跨越， 将带来老港异味控
制的明显改善。 目前， 基地
日均处置量约为 14500 吨 ，
焚烧二期全量运营后， 填埋
量仅为 5500 吨 ， 全部进入
老港四期进行填埋， 一直困
扰老港基地的异味问题将随

着填埋量的大幅减少得到明

显改善。
据悉， 老港处置公司提

前做好生活垃圾填埋业务

关闭后的业务调整 ， 以精
细管理助力生产 。 按照垃
圾分类的要求设计物流作

业指令 ， 为焚烧厂作业模
式导入标准化管理理念 ，
为实现全程分类装卸 、 分
类处置 ， 大数据记录分析
以及全程追溯提供作业和

管理平台 ， 进一步提高精
细化管理能级。

老港综合填埋场昨起“歇业”
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日焚烧总量已达9000吨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

露）“我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改
了无数份试卷， 没想到今天这份
卷子改砸咯， 好几个错误没看出
来。 不过通过这份试卷我学到了
不少继承方面的法律知识， 值！”
昨日上午， 位于静安区平型关路
467 号的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
记中心的大厅里， 不少人都围着
展板讨论不停，格外热闹。

原来， 中华遗嘱库正在举办
一场“别样阅卷会”，为啥说别样
呢？ 因为这场阅卷会的评卷人并
不是老师， 而是前来登记中心办
理遗嘱预约和登记的市民； 同时
市民们批阅的不是一份普通试

卷 ， 而是一份由 15 万立遗嘱人
“共同”写出来的“答卷”。

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

心主任田艳告诉记者， 随着社会
经济和文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继承问题， 每天来登
记中心咨询和办理遗嘱的人也越

来越多。但在实际办理中，她发现
很少有人抄写能一次通过。“错别

字、任意简写这是老年人抄写最大
的问题，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逻
辑错误，比如就好像今天展板上的
这个，身份证显示生日是 1938 年，
但她母亲去世在 1935年。”田艳指
出，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术语的不了
解也是造成遗嘱内容存在瑕疵的

大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房产证上
写的谁的名字就是谁的房子 ，其
实只要是婚后的房子就是夫妻共

有财产。 写遗嘱时一定要分清哪
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

记者了解到，截至 8 月底，中
华遗嘱库已登记保管近 15 万份
遗嘱，经过统计，错别字、逻辑错
误、财产指向不明、处理财产份额
不全、 处理配偶的财产是立遗嘱
人书写遗嘱中最容易犯的错误 。
“作为专业遗嘱登记机构，我们通
过三级审核会最大限度保障遗嘱

的正确性。 但同时我们想提醒市
民， 一份有效的遗嘱不仅内容要
合格、时间地点、精神状态以及保
管都很重要， 缺少任何一环都可
能造成遗嘱的瑕疵。”田艳说。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
《关于 2019 年月饼专项抽检情况
的通告》，涉及本市 1 家食品经营
企业的 1 批次产品不合格： 上海
闵行华漕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

售的无蔗糖黑麻椒盐味月饼 （苏
式月饼）。

据披露， 这 1 批次不合格食
品名称为： 无蔗糖黑麻椒盐味月
饼（苏式月饼）。规格型号：散装称
重。生产日期：2019-07-20。标称
生产企业名称： 马鞍山市康丽食

品有限公司。不合格项目：酸价(以
脂肪计)。

经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调查， 上海闵行华漕大润发
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上述不合格无

蔗糖黑麻椒盐味月饼（苏式月饼）
的情况为：购入 16kg，销售 9.7kg，
库存 6.3kg。

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已责令上海闵行华漕大润发商

贸有限公司停售、下架和召回不合
格食品，并对上海闵行华漕大润发
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酸价超标被责令下架

华漕大润发1批次月饼不合格

中华遗嘱库举办“别样阅卷会”

自书遗嘱常有五大易错点

记 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

三角铁路中秋、国庆运输方案

出台，两节运输期间预计发送

旅客3725万人次（其中中秋

期间985万、国庆期间 2740

万），铁路部门计划增开超过

110对旅客列车满足高峰客流

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