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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12月
21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为进
一步提升旅客体验感，便于乘车
人及时接收列车运行变更信息，
即日起，购票需预留乘车人手机
号码并通过系统核验。目前，预
留联系方式的途径有车站人工售
票窗口（含代售点）、12306手机客
户端、12306 网站、微信和支付宝
12306小程序等。

如果旅客在人工售票窗口办
理联系方式核验，必须提供乘车
人的联系方式，在收到验证码后
告知售票员核验，通过核验后方
可购票。

如果是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
机 APP 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核验，
可在首页点击“我的”——“联系
方式预留”，根据网页提示操作即
可。核验成功后，即可在人工窗

口购票。乘车人联系方式采集核
验完毕后，今后在线下窗口、自动
售票机购票时，系统会自动查询
旅客预留的联系方式，完成登记。

如果需要变更乘车人已预留
的 联 系 方 式 ，可 以 在 铁 路
12306APP、人工售票窗口、代售
点、自动售票机以及铁路 12306微
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解绑，或
联系铁路 12306客服协助处理；未
成年人、老年人等重点旅客以及无
手机的旅客可提供监护人或亲友
手机号码；港澳台旅客、外籍旅客
可提供电子邮箱。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手机号码
最多可被 5 个不同的身份证件关
联核验，其中 18岁以下未成年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身份证关联核
验，不计入号码关联证件数量。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12月
21日，记者从太原交通运输部门获
悉，即日起，太原汽车站元旦假期
车票开售，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线
上购票或前往车站售票窗口购票。

为使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太
原汽车站实行实名制购票，公众
平台支持班次查询、票数查询、票
价查询、在线购票、站场信息等网
络服务。购买网络售票的旅客请
提前到站取票，以免耽误行程。

太原汽车站站长康文慧提醒
大家，进站请佩戴口罩，配合测量
体温，出示行程码及健康码；中高

风险地区人员需要出示 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按照规定，在
载客人数已满的情况下，免票儿
童（身高在 1.2 米以下）不得超过
核定载客人数 10%，请在购买车票
时主动向售票员说明；携带身高
1.2 米—1.5 米儿童的旅客需购买
半价票；携带 1.5米以上儿童的旅
客需购买全价票；送站旅客凭当
日车票提前购买站台票，每张车
票仅限购一张。

旅客如有疑问可拨打 0351—
4042346 咨询。联网售票客服电
话 4000884365、4001639688。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牛国佩）“谢谢你们帮
我办好证件，解决了孩子的报
名问题！”12月 21日，王女士补
交办理居住证资料时，再次向
龙城派出所民警表达谢意。

12 月 15 日下午 3 时许，王
女士急匆匆来到龙城派出所，

提出办理居住证，用于孩子小
升初报名。然而，由于房东身
在外地，王女士无法拿到办理
居住证所需的不动产权证复
印件，可学校要求 12月 20日前
必须上交报名材料，令王女士
一筹莫展。

派出所身份证内勤得知情

况后，先耐心安抚劝导，然后
积极帮忙想办法。经与房东
联系，民警得知对方最快也得
12月 20日才能返回，为不耽误
孩子报名，民警经请示上级为
王女士办理了居住证，待房东
回来再补齐办证资料。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
讯员 温强）代县男子杨某在晋
中市辖区砸车窗盗窃两万余元
财物后，潜逃到我市躲藏。12月
21日，万柏林警方通报，杨某已
被和平南路派出所民警抓获。

12月 18日，和平南路派出
所民警摸排辖区治安情况时
得知，被晋中警方上网追逃的
46 岁代县男子杨某有可能藏
匿在我市。

追逃信息显示，今年 5 月

26日晚，杨某在晋中市辖区砸
车窗盗窃了两万元现金和两条
中华烟等财物。民警进一步侦
查，掌握了杨某的藏身地点，并
将其擒获。目前，杨某已移交
晋中警方做进一步处理。

本报讯（记者 侯慧琴）“垃圾
处理完了，感谢社区！”12月 21日，
家家户户品尝饺子美味之际，文庙
街道双塔寺一社区园丁楼的居民
惊喜地发现，堆积了两个月的垃圾
不见了，还居民生活以清净。

该社区园丁楼多年来无物业
管理，几个月前，小区施工改造，
一些建筑垃圾被遗留在小区。时
间一长，有居民将生活垃圾也倾
倒于此。两个月来，这些垃圾一
直无人处理，眼看越堆越多，既污
染了环境，又影响到居民的正常

生活。
上周居民将这一情况反映到

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在现场查看
后，第一时间联系改造施工单
位。最终，施工方统一处理了垃
圾，还居民以清洁。

“社区遇事不拖沓、不推诿，而
是积极承担并解决，让我们看到新
一届社区‘两委’的工作态度和能
力，有这样的社区，我们放心！”虽
然是一件小事，但社区的得当处理
赢得居民认同，为此，居民代表专
程送去锦旗表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员 原茜）三桥街道旱西
关北一条一直没有路灯，周边
居民夜间出行不太方便。接
到反映后，旱西关东社区立刻
安排部署，在这条小巷安装了
40盏太阳能路灯。12月 20日，
居民代表分别为街道和社区
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12 月初，有不少居民向旱

西关东社区反映，旱西关北一
条没有路灯，到了晚上，小巷
两旁黑乎乎的，居民夜间出行
颇为不便，还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接到居民反映后，旱西
关东社区立刻行动，前往现场
查看，倾听周边居民意见，经
过努力很快就在旱西关北一
条安装了 40 盏太阳能路灯，
切实、迅速、高效地解决了沿

线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看着明亮的路灯，周边

居民非常高兴。12 月 20 日，
居民代表将写有“服务百姓
送温暖，办事高效为人民”和

“安路灯照亮一方百姓，安民
心保一方平安”的锦旗，分别
送到三桥街道和旱西关东社
区。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赵
旭娟）月子中心因经营不善关停，拖欠员工
工资 19万余元，经营者李某为逃避支付劳
动报酬竟玩起“失踪”。12月 21日，晋源区
检察院消息，该院提前介入侦查，主动联系
李某家属，已经帮员工追讨回欠薪 15万余
元。

犯罪嫌疑人李某是晋源区一家家政服
务公司的负责人。2017年，李某以公司名
义在晋源区一栋写字楼内开办了月子中

心。2019年 10月，月子中心因经营不善关
停，拖欠了 29 名员工共计 19 万余元的工
资，李某却采取更换手机、外出打工等方式
逃避支付员工劳动报酬。监管部门下达责
令限期支付改正决定书，并多次电话联系
李某处理此事，但他均未在规定时间内支
付欠薪。

今年 11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起案
件，将李某抓获并刑拘后，晋源区检察院立
即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就

嫌疑人李某主观方面是否存在恶意、相关
部门未移送的部分报案人员是否欠薪等问
题固定补强证据。其间，办案检察官没有
止步于程序性“结案”，而是多方奔走，积极
解决欠薪问题。

为更好地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抗，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检察官悉心向李某阐明
欠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主动缴付薪资可
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同
时，检察官主动联系李某家属，促使其积极

履行支付欠薪义务。
前不久，李某通过亲属向其中 23名员

工支付了 15万余元欠薪，取得谅解。对于
尚未联系到的另外 6 名员工，李某表示将
把劳动报酬交到相关单位。

鉴于李某真诚认罪悔罪，缴付欠薪，无
社会危险性，晋源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提
出变更强制措施，不提请批准逮捕的意
见。目前，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月子中心拖欠工资逃避支付

12 月 21 日，上兰街道与区残联组织医疗志愿服务队在寒泉社区开展
冬日义诊活动。 宋卫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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