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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色的票面上，隐约可见动车
图案，二维码、乘车人名字、列车班
次、车票价格等信息全记录在内。
拿着这么一张票，你很难想象，它是
一张网络“定制”的假票。临近春
节，定制假火车票的信息充斥在网
络中，乃至有人提供假火车票定制
服务。定制的假火车票外观几可乱
真，扫描票面的二维码后，也能显示
出 相 应 的 列 车 班 次 、始 末 站 等 信
息。记者调查发现，有人拿着假票
企图趁乱进出站，更多的购买者则
买来假票用于报销。

私人定制
票面信息随意填写票面信息随意填写

春运开始，关于火车票的消息层
出不穷，“可以定制的车票”便是其中
之一。在 QQ 搜索栏中键入“火车
票”，显示的聊天群中，会出现以“火车
漂”为关键词的 QQ 群。这便是提供
定制假火车票的“根据地”。

“躲着点关键词，用‘漂’代替
‘票’，要不就被封群了。”某“汽车火车
漂群”群主表示，定制的火车票可以根
据购买人的需要印上始末站、乘车时
间、乘车人等内容。

多名提供定制火车票的卖家表
示，不论票面价多少，定制火车票的
价格均为每张 25 元。购买“私人定
制”的假火车票流程大致为：购买者
查询所需车次，再按照要求将日期、
始末站、身份证等信息发送至卖家，
一两天后就可以收到所需的假火车
票。

一名卖家发来了一份列表，注明
了需要买家填写乘车时间、车次、乘车
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同时，还需
要填写检票口位置和售票地点。

记者虚构了购票人名字和身份
证，并向卖家提供了始末站为上海
虹桥和北京南站的乘车信息。一个
小时后，卖家发来了已打印好的车
票照片，票面显示的信息与记者提
供完全一致。一天之后，由深圳发
来的快递中包含了两张定制的假火
车票。从外观上看，浅蓝色的票面
上，隐约可见一列动车图案，二维
码、乘车人名字、列车班次、车票价
格等信息全记录在内。定制的假火
车票手感与真票近似，但是油墨味
道比较大。

验证真伪
持票上车几无可能持票上车几无可能

通过微信对票面上的二维码进行
扫描，内容跳转后会显示始末车站、检
票口位置、坐席等级以及座位号。在
扫描信息最下方，显示“查询结果由
12306提供，仅供参考，准确信息以车
站公告为准。”

据媒体报道，2019年10月,南京南
站一名中年男子在通过人工出站口
时，快速挥舞了一下手里的火车票，急
匆匆地往外走。工作人员对其持有的
车票进行查验发现，这名男子持有的
火车票是假火车票。

一名卖家表示，使用假车票进站
风险比较大，但是在一些车站，可以选
择用该票走人工通道出站。乘车人可
以买短途票上车，乘坐远途后再通过
假车票出站。

中国铁路12306客服一名工作人
员表示，进站需要通过闸机对票面信
息进行确认，假票无法通过闸机，将假
票放在检验机器中，会显示查无该票
信息。

北京站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假冒
的火车票并不是通过专业机器制作，
且不是铁路专用的防伪纸张，其票面
颜色较为鲜艳。真票中，旅客乘车信
息不仅在票面上，同时有磁条可以通
过检验机器显示出始末站及个人信息
等内容，这是假票无法复制的。进站
前的检票环节，会对车票信息进行核
对，想利用假票进行进站乘车，几乎没
有可能。

旁门左道
更多假票用于报销更多假票用于报销

利用定制的假火车票通过闸机进
站乘车几无可能，假火车票的市场何
在？

因实名制售票、电子验票系统在
车站中不断推广，假火车票的用途也
从“混上车”变成了“报销”。一名卖家
表示，定制的火车票可以作为出差报
销的凭证，“跟真票没什么区别，不是
专业的铁路工作人员根本看不出来。
二维码一扫，什么信息都有，谁能辨别
出来？”

记者与多名卖家联系后发现，卖
家均表示持有假票进站的风险很大，
但是用于报销的风险很小。这些用来

“报销”的假火车票，被卖家们称为“私
人定制”。

胡先生曾因出差中丢失了车票而
遇到了报销难题，在朋友推荐下，他从
网络中购买了一张假火车票。买票过
程中，按照丢失票的信息填写了相关
内容。两天后，收到的假票让他十分
惊喜。“感觉几乎以假乱真，最后也顺
利地通过了报销。”

在多个售卖假火车票的QQ聊天
群中，购票者多会提出因需要报销而
购买假票，再与群主私聊发送相关信
息，进而完成定制假票。

“对于员工提交的报销票据，要进
行初步的核对，但是也只限于票面上
的身份信息、车次信息。”一家私营企
业的财务人员表示，对于车票的真伪
自己无法辨别，只要通过二维码查询
后，能够显示出相应的乘车信息，就很
可能通过报销流程。因此,如果员工
提供了假火车票，自己没有好的防范
措施。

中国铁路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
示，乘车信息可以通过身份证号、座位
号等方式通过 12306 进行查询，如果
是非正规渠道购买的车票，系统中就
无法查询到乘车信息，由此可以判断
车票的真伪。

法律风险
知假买假也会被罚知假买假也会被罚

一名常出差的销售人员表示，一
些工资收入需要用票据报销来代替，
与购买发票相比，假火车票的价格要
低很多。

记者调查发现，购买假火车票的
人群，都是明知车票为假票，仍提供相
关信息进行购买，其目的绝大多数为
报销。也有卖家会在出售假票过程中
提醒，如果公司有严格的报销制度，不
建议买家使用假票进行报销。

一名卖家表示为了安全起见，印
制车票的时间在下午 4 点左右完成，
在晚上 8 点左右统一进行快递发送。

“不用着急，我们都有自己的流程，发
货的第二天你就能收到。”卖家对声称
想尽快拿到车票的记者表示，买卖双
方都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明生
表示，伪造印制火车票的行为涉嫌违
法犯罪，适用于倒卖伪造有价票证
罪。对于知假买假并用于报销的买
家，在其购买的假冒车票达到一定数
额后，也会构成犯罪，并被追究法律责
任。“公司使用假发票完成报销的行为
也有风险。相关部门每年都会抽查部
分企业，一旦发现企业作假，会对其进
行处罚。”

一名卖家表示，近期的销售中，也
有部分黄牛开始购买春节前出行高峰
时段的车票，拿着定制的车票再倒卖
给急于买到车票的乘客。而自以为买
到了车票的乘客，在进站检票中大概
率因为无法通过闸机而被拦住。

中国铁路 12306 工作人员表示，
春运期间，旅客购买车票需要通过官
方正规途径，切记不要从不明身份的
人员手中购买，以防上当受骗。

本报综合消息

定制假火车票竟然成了买卖

新华社广州1月2日电（记者毛鑫）广东省
纪委监委2日通报，经广东省委批准，广东省纪
委监委对江门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梁许
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并
给予其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

经查，梁许赞理想信念丧失，背弃初心使命，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不信马列信鬼
神，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
规操办宴席；组织观念淡薄，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纪律意识淡
漠，长期收受礼金，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持有
非上市公司股份；滥用职权，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甘于被“围猎”，将公权力变为谋取私利的工

具，利用职务便利在承接工程、土地开发、款项拨
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梁许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并报广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梁许赞开
除党籍处分；由广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终止其江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
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新华社昆明1月2日电（记者庞明广）云南
省纪委监委2日通报称，云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张朝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张朝德曾任
云南省委办公厅主任。

简历显示，张朝德，男，汉族，1962年8月生，

云南威信人，1986年8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云南
省昭通市水富县委书记、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省
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
2019年12月至今任云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

云南省委办公厅原主任张朝德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梁许赞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1月2日，一名男子在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葛岭镇溪洋村赏花拍照。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境内数万亩青梅相继开花，漫山遍野如覆白雪，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福建永泰福建永泰：：青梅花开青梅花开

新华社合肥1月2日电（记者张紫赟）记者
从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
前公开宣判原铜陵县委书记、铜陵市工业投资
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马苏安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罪、高利转贷罪一案，依法判处其有期
徒刑 1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
扣押在案的赃物予以没收，依法变卖所得款项
上缴国库；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查明，马苏安在担任铜陵县委书
记、铜陵市工业投资集团公司（后更名为铜陵市
发展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铜陵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359万余元。

2012 年7月，马苏安利用担任铜陵市发展
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职权，干涉下属公司借
款业务，在该公司工作人员提出借款人无还款

实力、借款存在风险时，马苏安对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员施压要求对外借款，造成国家直接经济
损失合计298万余元。

此外，马苏安与其下属鲁某商定，因民间借
款利息高于银行贷款利息，为赚取利息差，马苏
安提供自有住房从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再将该
笔贷款放贷给个人收取利息，由鲁某具体办理
相关事宜。

法院审理认为，马苏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
受贿罪；利用职权干涉下属单位借款业务，致
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国有公
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使用，违
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高利转贷罪。其
归案后坦白犯罪事实，退缴部分赃款，认罪悔
罪态度较好。综上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干涉借款、高利转贷

安徽铜陵化工集团原党委书记
马苏安一审获刑11年6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