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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铁路部门调图

常州火车站增开旅客列车35趟
本报讯 记者从常州火

车站获悉，本月起，铁路部门
对部分线路列车运行图进行
调整。此次调图主要是将动
车组列车再次扩大开行，而常
州火车站每日列车开行的数
量也由调图前的 366 列增加
到 401 列，增加了 35 列。据
悉，此次调图后，常州站日开
行列车数将首次突破400列。

据介绍，新图实施后，常
州站（南广场）增开上海~平
顶 山 K464 次 、上 海 ~ 延 安
K560 次、成都~上海 K1155
次 3 趟列车。常州站（北广
场 ）将 增 开 上 海 ~ 南 京
G7040 次等 10 趟列车，主要
集中为南京、上海、芜湖方
向。常州北站将增开上海虹
桥~长沙南G1772次等33趟
列车，主要集中为长沙、驻马
店 、上 海 、合 肥 、北 京 等 方
向。此外，还有长沙、徐州、
南阳、石家庄方向各 1 趟、武
汉方向 2 趟、上海方向 5 趟，
共计 11 趟列车将取消停靠
常州。

同时，新图实施后还有
虹桥~青岛 G230 次、北京南
~虹桥 G137 次、西安北~虹
桥 G1935 次等 121 趟列车的

运行时刻发生了变更。合肥
南~虹桥 G9401 次、上海~合
肥南 G7256 次等 11 趟列车
则变更了运行区间。上海~
南京 G7034 次、南京~上海
G7035 次等 12 趟列车调整
了开行规律。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暑
期来临，学生返乡潮和市民
出游潮叠加，7 月初至北京、
成都、重庆、郑州、长沙、青岛
等热门方向的车票非常紧
俏。记者在 12306 网站查询
发现，成都、重庆、长沙等方
向只剩下少量余票。而且随
着铁路部门推行火车票“一
日一价”，随着出游旺季来
临，热点方向的火车票价格
也逐步上浮。以重庆为例，6
月 30 日买一张从常州坐往
重庆的动车票，价格在 555
元左右；7 月 5 日已经上调至
620 元左右。因此暑期有出
行需求的市民，最好还是提
早购票，并随时注意列车的
开行信息。如需准确掌握列
车实际开行情况，也可以车
站公告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
中心 12306 网站、12306 手
机客户端公告为准，以便合
理安排出行。 （冉冉 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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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如果仅仅是
看球，那你就太LOW了。告诉你个好
消息，江苏体彩为你准备一场世界杯
饕餮盛宴，奔驰 Smart 汽车、华为手
机，只要你关注“江苏体彩”公众微信
号，参与活动或者了解活动详情，这些
奖品就有可能被你收入囊中哦（以下
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参与）！

活动一：玩竞彩 奔驰smart天天送
时间：6月14日~7月15日
参与方式：在江苏省内体彩销售

网点，每购买 1 张单票金额满 50 元的
竞彩彩票（不限玩法、过关方式），就获
得 1 个抽奖机会。活动奖品采用抽奖
方式产生。

奖品成色：奔驰 smart小汽车、华
为手机

活动二：体彩撞大运 手机天天送
时间：6月13日~7月14日
参与方式：您只要走进江苏省内

的体彩网点，就有机会撞上江苏体育
休闲频道送出的好运气。届时，江苏
体育休闲频道将每天在全省网点撞大
运，凡是在网点被抽中且答对题目的
参与者，均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江

苏体育休闲频道都要送出 7 部 vivo
手机哦！

奖品成色：vivo手机

活动三：答题抽华为P20手机
时间：6月13日~7月14日
参与方式：登录江苏体彩官方微

信，点击彩民节菜单栏中的“答题赢
P20”，进入活动页面参与答题，答对
者即可参与抽奖。每天将送出 1 部华
为 P20 手机、10 个小米电水壶、10 个
小米米家感应夜灯。

奖品成色：P20 手机、小米电水
壶、小米米家感应夜灯

活动四：四大体彩玩法免单
时间：6 月 23 日~7 月 13 日每天

10∶00∶00至19∶59∶59
参与方式：在江苏省内体彩网点，

购买大乐透、7 位数、排列 3 及排列 5
彩票，系统将在票面随机打印幸运字
符，若幸运字符为：“恭喜您［本票免
单］，请在本期开奖后兑付”，则购彩
者可在当期开奖结束后，至省内任一
体彩门店领回购票款（单票最高可免
1 万元），有效期同常规奖，多期票不
参与。

关注江苏体彩玩赚世界杯
赢取奔驰Smart与手机大礼

庆祝建党97周年

为喜庆党的 97 周年生日，7 月 1
日晚，鹏欣丽都小区举办首场群众

纳凉文艺晚会。此次文艺晚会是由小区
业委会主办，西瀛里社区、常州市家庭指
导促进会爱家艺术团莱蒙舞蹈队协办。
晚会上表演了歌曲、锡剧、T 台走秀等众
多节目。为了增加趣味性，主办方还邀
请了王潘琴行的六位架子鼓小鼓手表演
了《鼓动中国》《I just wanne run》等节
目，为整场晚会融入时尚元素。

夏晨希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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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 97 周年这一盛
事，7 月 1 日晚上，一台由钟楼区

永红街道清潭一社区，永红街道永红村
委，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团委联
合主办的专题文艺汇演，在清潭新村社
区文化广场举行。社区居民们带来了
欢快热情的集体舞蹈《欢聚一堂》《我和
我的祖国》等，江理工学生倾情演绎了
现代街舞以及自编自演的小品和相声，
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收获了居民们阵阵
掌声。

胡艳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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