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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乘动车到温州厦门宁波可能要多掏钱了

武汉多趟高铁动车悄然调价
本报讯（记者崔梦欣）今天起，东南沿
海高铁调价。 武汉晚报记者梳理发现，受
此影响，武汉至温州、厦门、宁波多趟高铁
动车价格悄然上涨。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
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 铁路
部门今起（21日）对东南沿海高铁开行的
时速200公里-250公里动车组列车的公
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
东南沿海高铁由上海至杭州、杭州至

宁波、宁波至深圳三段组成。 据相关铁路
公司负责人介绍，沪杭、杭甬段时速300
公里高铁动车组票价不在调整范围。
武汉至厦门每天开行4趟动车，本次
调价后，二等座由313元变更为321元，一
等座则由375.5元上涨至404.5元。
记者发现， 同样的始发地和目的地，
并不是所有车次都调价了：武汉每天有两
趟车前往温州，分别为高铁列车G592次和
动车组D331次。两趟车运行时间相差仅为

16分钟左右，均在8小时以内。 G592次受
本次调价影响， 二等座票价由436元涨至
450.5元，一等座更是由614.5元变更为670
元。 由于列车走向原因，D331次并未途经
东南沿海高铁，因此并未受到本次调价影
响，该车次二等座票价仅为302元。
目前，武汉至宁波有3趟高铁动车，其
中D658次受此次调整影响， 二等座票价
由293元变更为299元，一等座票价由401
调整为411.5元。 其余两趟车次则无变化。

2016年1月1日起， 国家发改委放开
高铁动车票价， 改由铁路总公司自行定
价。 国家发改委还在通知中说，铁路运输
企业制定高铁动车组一、 二等旅客票价
时，应当制定无折扣的公布票价，同时可
根据运输市场竞争状况、服务设施条件差
异、客流分布变化规律、旅客承受能力和
需求特点等实行一定折扣，确定实际执行
票价。这也意味着，未来，高铁在淡季时期
也可以进行灵活打折以争夺上座率。

茶叶除了喝还能点燃了抽
武汉市公交集团 武汉晚报 合办

茶叶新吃法亮相茶博会

本报讯（记者胡蝶）茶叶除了喝，还
能抽。 昨天，一种茶叶新吃法在武汉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的第四届中国（武汉）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上亮相。
在西厅的一个展位， 几个男士在体
验“抽茶”。 这种茶叶不用开水冲，而是将
茶叶卷包成小细条点燃了在嘴里吸。 一
位男士说，可以吸出茶叶的味道，带一包
“抽茶”在身上，就算没有开水，也能随时
过过喝茶的瘾了。
厂家介绍， 抽茶过去流传在云南的
茶农中，他们把茶叶卷起来或者塞在烟
嘴里抽， 不含尼古丁。 厂家借鉴了传统
做法， 用现代设计和技术制造出轻巧、
便于携带的“抽茶” 产品， 茶叶选用的
是经过自然醇化加工的云南大叶种普洱
茶， 过滤嘴可以过滤掉茶焦油。 把“外
衣” 撕掉， 里 面 的茶 叶照 样 可以 泡 着
喝， 抽泡两宜。 一包抽茶26元至60元不
等。 卖饼茶、沱茶的茶商，将蒸笼、石磨等
模具搬到现场， 向观众演示如何制作茶
坨、茶饼。
记者从展会上了解到，今年谷雨前，
湖北、 福建、 河南等茶产区因天气忽冷
忽热， 对 茶叶 生长 不 利， 春 茶 产量 减
少， 价格上涨。 福建宁德出产的白茶，

自筹资金8万
政府补贴差价

48户居民用上新电梯
本报讯 （通讯员朱素芳 夏冰 记者
王莹）江汉区推进“红色引擎”工作启动
后，由党员、干部组成的“红色志愿者”进
门入户，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近日，江
汉区13位人大代表走进花楼水塔街东
民社区现场“办公议事”，听取“红色志愿
者” 对于威科大楼老旧电梯更换情况的
反馈，同时通过“红色志愿者”收集后期
居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位于自治街219号的威科大厦，“高
龄”电梯 用 了30多 年，危 旧 不堪 ，仅 在
2004年维修过一次。 由于小区没有正规
物业公司，也没有房屋维修基金，一直由
业主自治， 维保公司因费用问题已经中
止了维保合同。 时常“罢工”的电梯给48
户居民的安全带来隐患， 曾被质检部门
查封。
此前， 花楼水塔街多次召开居民议
事会，商议决定更换新电梯。通过志愿者
多次上门，挨家挨户宣传引导做工作，最
终达成共识：由居民自筹资金8万元，政
府补贴差价，更换新电梯。历时一个多月
的安装，新电梯终于投入使用。

“要不是你们捡到这钱，
我就要急病了”

攒了两月的退休金
失而复得

去年秋天遭旱， 今天春天又遭冻， 新茶
采摘较往年推迟了1个月， 产量减少近
一半， 鲜叶收购价格从75元一斤上涨到
130元一斤。 不过， 随着谷雨节气过后，
天气越来越热， 茶叶出产量越来越多，
价格会逐步走低。

上图：昨天，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的第四届中国武汉国际茶博会上，一
家茶商用电锯切割压制成树杆形状的黑
茶，以每片200元的价格出售。
记者喻志勇 摄

本周末上万人赴黄家湖地区参加公务员考试

3考点周边
各投放200辆共享单车
本报讯 （记者杨蔚 通讯员焦宣
欧阳万春） 本周六和周日 （22日、23
日）， 全省将举行2017湖北省公务员
考试的集中笔试， 其中武汉市有7万
多名考生参考。 黄家湖地区集中了3
个考点，交通压力将会凸显。 武汉交
警呼吁：请大家为考生让路一个半小
时。
武汉市22日全天有27个考点，考
试时间为上午9点至11点、下午2点至
4点；23日上午有2个考点， 考试时间
为上午9点至12点。
在黄家湖地区有武汉工商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黄
家湖校区）3个考点， 届时将有12000
余名考生参加考试。 这是全省所有考
点中最密集的地区。
根据相关数据及路面实际情况
综合分析， 预判在4月22日、 23日两
天的上午7点至8点半， 在白沙洲大
道北向南， 由武昌火车站至黄家湖

地区， 会形成一个高峰车流带。 特别
是三环线青菱立交、 白沙洲大市场路
口等点位， 交通压力会明显增加。
公安交管部门将在考试之前对相
关道路上的僵尸车等车辆提前拖移，
并上足相关引导标识标牌； 考试当天
安排汉警快骑、 警保联动等快速反应
队伍在考点周边备勤， 及时快速处置
紧急情况；安排12台流动应急救援车
辆，到考点周边道路上巡逻，发现问题
及时处置； 考试当日提前在每处考点
周边公交终点站投放不低于200台共
享单车； 也将视道路交通情况采取必
要临时管控措施。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在本周末上
午7点至8点半， 尽量避免通行白沙洲
大道及其他考点周边道路， 为考生出
行腾出道路。 广大考生尽量乘坐公交
车辆出行， 如若驾车出行一定掌握考
点周边交通信息， 打好提前量， 至少
为通行白沙洲地区预留2个小时以上。

本报讯 （记者胡蝶 通讯员方婷
婷） 一对老夫妇带着攒了两个月的退
休金去看病，却把钱忘在公交车上，幸
好被公交司机看到， 半小时后失而复
得。
前天上午8点17分左右，公交913
路司机李起干在豹澥公交停车场 等
候，准备8点22分准时发车。这时，上来
一对年约七旬的老夫妇， 没过1分钟，
他们又下了车。 李起干到点正要发动
车辆时， 发现老人坐过的座位上有一
个黄色手提袋。 他拾起手提袋下车寻
找老人， 但没有找到， 这边又急着发
车，他便把手提袋交给了值班人员。
经清点， 手提袋里有现金 6600
元，还有户口本、病历等物品。 工作人
员通过户口本和病历上的信息寻找失
主，但拨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无果。
半个小时后，爹爹牵着老伴的手，
回到了豹澥公交场站， 着急地询问工
作人员有没有捡到一个手提袋。 爹爹
说，那是他攒下的两个月退休金，准备
带婆婆去看病， 婆婆上了车突然说要
过早， 两老就下了车， 手提袋却忘了
拿。“要不是你们捡到这钱，我就要急
病了啊！ ”爹爹激动地说。

今晚东湖游船
邀你捏面人
本报讯（记者匡志达 通讯员秦唐
晓龙）今晚7点，东湖游船将邀请15组
家庭参加东湖游船捏面人亲子水上课
堂，让大家在坐游船赏风景的同时，教
孩子们亲手制作非遗小面人。

停电信息
4月22日停电检修：早6:00至晚
8:30，东园一回（武汉东方骏驰精密
制造有限公司、武汉工程大学、武汉
联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早8:00
至晚6:00，晒石线（洪发物业1-2单
元、3-4单元、2#楼至水泵房）， 列电
线 （ 保 安 街 362#-398#、
301#-325#），墨马线、墨 夹线（三星
公寓、夹河馨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