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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虽然
离春运正式开始还有半个月，但
多数人已提前规划起春节假期的
行程。15日，全国开售2月13日
火车票，正是春节前最高峰时
段。同时，春节前夕机票、旅游度
假产品也到了最热销的时候。

15日，记者分别走进北京的
12306和上海的全国最大机票和
旅游度假网站——携程旅行网客
服中心，探访春节最高峰时段的
出行大数据。

日前，贺女士通过“去哪
儿”APP 购买一张从杭州飞往
北京的机票。选定航班班次、
填完个人信息后，她用一张储
蓄卡付款。

由于此前该卡并未绑定
“去哪儿”，她按照要求填写了
姓名、身份证号、银行预留手机
号码，之后收到一条 6 位验证
码短信。贺女士认为这只是验
证信息，但输入后惊讶地发现，
竟在瞬间被动完成了交易，第
三方平台从银行账户划走了
1000多元机票钱。

“支付难道不需要支付密
码吗？怎么能只凭一个短信验
证码就直接划款？”贺女士说，
整个过程平台从未提示这是在
进行支付交易，也没有明显提
示输入验证码即为确认支付。

重庆罗先生一个月前在携
程网订机票也遇到类似情况。
没有要求输入支付密码，几千
元就被划走了。“我当时就联系
银行和携程。双方回复说有合
作，不管金额大小，直接闪付不
用输密码。”

不用支付密码几秒钟就被划走千元

随着“90后”的成长，这个春
运他们成了出行主力。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
所副所长朱建生说，春运火车票
开售以来，“90后”买票人数占总
人数 47.8％，比去年增加了 11个
百分点，“70后”“80后”分别减少
了3个和4.7个百分点。

在携程的大数据也印证这

一点。春运首日的出行客流中，
“90后”比例首度超过 50％，是自
2016年春运以来最高的。同时，
从车次选择方面看，“90后”更愿
意选择 G 或 D 字头的高铁动车
组列车，仅有不到 25％的“90后”
会选择普速列车。

携程出行专家分析认为：
2016年春运时，“90后”占比首度

超过“80后”，现在这个趋势更明
显。与“80后”相比，“90后”明显
呈现出行时间更早、距离更短、
速度更快的特点。此外，随着高
铁运营总里程数突破 2.5 万公
里，高铁已成春运交通工具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
发现，随着高铁路网的铺开，旅
客行程平均耗时缩短了近一半。

时代变了，“90后”成为出行主力

12306网站1小时点击59.3亿次
“90后”成春运出行主力

现在春节不再只是回家，越
来越多人选择旅游，特别是出境
旅游。据携程旅游发布的春运大
数据显示，2018 年春节期间，中
国人出行涉及 100 多个出发城
市，到达全球60多个国家、280多
个目的地，最远抵达南极。

携程旅游预测，2018年春节
将成旅游过年、出国过年“史上最
热”春节，国内游、出境游人数将
创新纪录。预计春节期间全国接
待游客将近 4 亿人次，出境游人
数在600万以上。

针对春运期间各大机场客流

量巨大的情况，携程已提前做好
春运服务安排，旅客可通过APP、
网站、电话提出机票退改、值机订
座等需求。携程也计划启动机场
应急机制，派专人驻守部分机场，
第一时间解决旅客需求。

据新华社

未来趋势，春节不再只是回家

春运期间，12306 网站能否
保持稳定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朱 建 生 说 ，到 目 前 为 止
12306 网站运行非常平稳。其
中，1 月 11 日全天共售出 1029.7
万张车票，创历年新高，整个网
站包括手机客户端的用户体验
非常平稳。

据悉，今年春运前，12306一

是做了能力扩容，将互联网电子
购票的处理能力从每天的 1000
万张提升到 1500 万张。二是完
成了手机APP平台升级，提升手
机售票的稳定性和用户体验。
三是优化了验证码策略，提升了
购票时不出现验证码的比率。
在服务措施上，今年还引入了微
信支付、通过微信发送购票短

信、选座、街区换乘以及常旅客
等一些新功能。

“今年春运我们还上线风险
控制系统，对网上的抢票、刷票
行为进行有效遏制，这也是保证
我们今年春运售票工作平稳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朱建生
说。

服务保障，日处理能力1500万张

春运售票以来，共有多少人
在 12306 买票？记者在 12306 不
断变化售票数字的调度大屏前看
到，自春运售票到 15 日上午，共
有超过 1052 万用户上网购买春
运车票，累计卖出2345.9万张。

“12306 日均页面浏览量达
到556.7亿次，最高峰时日页面浏
览量达 813.4亿次，1小时最高点
击量59.3亿次，平均每秒164.8万
次。”朱建生说。

随着春运售票高峰到来，携

程客服中心接入的电话量直线上
升。据统计，春运期间，呼叫中心
平均每天服务超过 20万人次，不
少客服要接 100多个电话。高峰
时段，每天有超过 8000人在岗服
务。

最热网站，1小时点击59.3亿次

朱建生介绍，从这几天火车
票预售情况看，最热门的线路包
括广州－武汉、深圳－广州、上
海－武汉、深圳－武汉、广州－重
庆等。最热门车站包括广州、广
州南、北京西、上海虹桥、深圳北、
上海、北京、广州东、杭州东、宁波
等。

除了火车票，现在乘飞机的
人数越来越多，去年春节期间达

到 984万人次。据携程旅行网预
计，这一数字在今年有望突破千
万。

据了解，目前已进入春运机
票的热销期，今年的机票销售情
况比往年更加火爆，不少航线已
经没有折扣票。“以上海飞往哈尔
滨的机票为例，2月13日，仅剩经
济舱全价票以及公务舱、头等舱
全价机票。”携程机票专家表示，

今年选择坐飞机出行的人更多，
推动了机票价格的快速上涨。

根据携程现有预订情况看，
重庆、成都、哈尔滨、武汉、西安、
长沙等地均是今年春运最热门的
目的地。这类城市是主要的返乡
目的地。另外，飞往三亚、海口、
厦门等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机票也
非常抢手。其中，三亚年初一前
后的飞机票基本已很难预订到。

节前出行：最热门线路都在哪？

无主动授权 无醒目提示 无支付密码

网友吐槽购票APP
免密支付缺乏安全感

记者发现，“去哪儿”平台
的做法并非个例。在各类投诉
平台和网络论坛，对此类购票
APP“免密支付”的吐槽很多，
有不少消费者大倒苦水，称对
于无须支付密码就可完成交易
的所谓“授权”毫不知情，因此
被盗刷钱财的屡见不鲜。

在免密支付的问题中，消
费者常常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被强行默认勾选授权，是另一
个被诟病的“霸王”做法。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
现，尽管其规则上说明“输入个
人信息进行交易即视为向银行
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发出
指令扣款”，但并未明确告知消
费者这个行为无须输入密码。

而且，该授权协议已经被平台
默认勾选。

记者还发现，平台还存在
“霸王条款”嫌疑。“首次绑卡支
付后，以后每次使用该卡支付，
视同已经阅读并同意该规则。”
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如果首次
支付时没有点开该规则阅读，
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该规
则了。

虽然免密支付客观上方便
了消费者，但也增加了被盗刷
的风险。杭州市民徐先生告诉
记者，去年 12 月，他的手机曾
被同宿舍同事马某盗走，马某
利用小额免密支付功能盗刷了
4000余元。

据新华社

消费者吐槽“三无”支付隐患大

记者致电“去哪儿”客服，
对方称，这就是“去哪儿”网购
票的一般流程。不需要支付密
码这件事，属于用户和开户行
之间的事，“我们平台再智能也
不可能从银行直接把钱划走
的”。

既然平台号称跟自己没关
系，那么是否是银行的责任
呢？记者致电贺女士储蓄卡发
卡行工商银行客服。工作人员
表示，经用户同意，工行网银等
支付渠道是可以开通 300元以
下的小额免密支付的，其他都
需要支付密码或者网银密码。

“但是，和第三方平台签订相关
协议后，是可以授权平台通过
其他方式验证、完成支付的。”

记者在“去哪儿”APP上发
现，在支付界面下方有一行字
体非常小、默认自动勾选的规
则。打开后发现，共有 19条细
则，其中第五条规定：“您认可

和同意：输入个人信息进行交
易即视为您确认交易和交易金
额并已不可撤销地向系统发出
指令，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
融机构将根据您的指令从您绑
定的银行卡中将您确认的交易
资金划扣给收款人。”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通过
银联完成的认证支付，是手机
支付的一种方式。如果勾选相
关选项，即认可、授权可通过一
些验证方式，如通过手机短信
等完成认证支付等。

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如
何？记者使用一部他人的手
机，分别登入携程和“去哪儿”
进行购票操作。由于该手机已
分别在两个 APP 中绑定了银
行卡，记者在根本不知道该卡
密码的情况下，仅凭借一条验
证码短信，就顺利购买了一张
500多元的机票。

记者体验“无密支付”购票过程

春运大幕即将拉开，手机
购票因便利快捷受到越来越
多用户青睐。日前，有消费者
发现，在一些购票APP上购买
机票时，只填写一个手机短信

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种“无主动授权、无醒

目提示、无支付密码”的“三
无”购票支付方式，遭不少网
友吐槽“缺乏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