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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进站、空中上网、扫码订外卖……

2018年春运

春节长假
你的加班工资怎么算？

那些
“亮瞎眼”的新科技

新 华 社 上 海 2月 12日 电（记 者 周
蕊）春节里依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加班
工资怎么算？记者了解到，在初一、初二、
初三当天加班的，单位应按照不低于劳动
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支付加班工
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8年部
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月 15日（除夕）
至 21日（初六）放假调休，共 7天。2月 11
日（星期日）、2月 24日（星期六）上班。
上海市人社部门介绍，2月 16日（初
一）至 2月 18日（初三）为春节法定节假
日。根据相关法规，用人单位在此期间安
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
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另行支付加班工
资。2月 15日（除夕）、2月 19日（初四）至
2月 21日（初六）四天里，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加班的，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排补休
而不支付加班工资，如果不给补休，则应
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
的 200%支付加班工资。
计算加班工资时，日工资按平均每月
计薪天数 21.
75天折算，小时工资则在日
工资的基础上再除以 8小时。在确定加
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时，劳动合同对工资有
明确约定的，按不低于劳动者所在岗位相
对应的工资标准确定。劳动合同对工资
没有明确约定的，按集体合同约定执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任何约定的，按劳动
者本人所在岗位正常出勤月工资收入的
70%确定。
按照去年 4月 1日起上海执行的月最
低工资标准 2300元计算，劳动者在初一、
初二、初三当天加班，每天的加班工资至
少有 317元。如果春节 7天都加班，单位
又没有安排补休的，应该最少拿到 1795
元加班费。

乘火车可以“刷脸”进站，坐
飞机手机可以空中上网，12306
系统新技术维护网络购票“排队
秩序”……
2018年春运进入高峰期，一
系列新技术让出行更便捷、更高
效、更公平，回家路上票难买、排
队长、吃饭贵等难题正逐步改善。

“刷脸”进站
人脸识别验票只要三四秒
将车票的蓝色面向上，票面
二维码向前；把身份证件放在车
票下方，叠在一起放进验票闸机；
站在黄色地标线前方，面向闸机
露 出 笑 脸 ；绿 灯 亮 起 闸 机 开 门
……
今年春运，越来越多的人在
高铁站体验了最新人脸识别技
术。目前，
北京、上海、广州、郑州、
西安、太原、武汉、长沙、南昌、佛
山、沈阳、长春等多地火车站投入
使用人脸识别验证验票系统，
旅客
最快仅需 3秒即可
“刷脸”
进站。
北京西站新闻科长宋婷婷介
绍，今年北京西站的自助验票通
道达到 17条，检票大约需要 3至
4秒，大约每个检票通道可以节约
1至 2个检票员的人力，减少了大
客流的检票压力，也提升了旅客
的出行体验。
同时，记者现场采访发现，有
的旅客佩戴口罩、墨镜等遮挡了
面部；有的旅客身份证不能正常
使用；有的旅客人、票、证不相符；
有的打印出来的车票二维码模糊
……这都会使人脸识别
“失效”。

扫码订餐
中外快餐特色美食尽送眼前
车厢里“瓜子、花生、茶叶蛋、
香肠、榨菜、方便面”的叫卖声，是
很多人对列车春运深刻的记忆。
今年，不仅车票上有二维码，
北京至上海之间部分高铁列车的
座位扶手上也贴有二维码，这是

用来方便旅客点餐的。人们在高
铁列车上的餐饮更加丰富了：不
仅有肯德基、真功夫这类快餐，还
有牛肉面、狮子头、盐水鸭等地方
特色美食。
据了解，因为购买方便快捷、
品种多样，网上订餐的旅客越来
越多。点餐量加大后，如何及时
把餐食送到旅客手中，是目前一
个比较大的考验。G2次列车服
务员陈楠说：
“列车停靠站只有两
三分钟，我们是在指定地点领取
餐食后再送上车的。停靠时间短
加上春运期间客流量大，给送餐
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

空中上网
30余家航空公司实现
“空中开机”
在万米高空打开手机发朋友
圈、刷微博、看电影、听音乐……
这些曾被严格禁止的行为，如今
成为今年春运的新享受。
1月 16日，随着民航局《机上
便携式电子设备（PED）使用评估
指南》的正式发布，各航空公司纷
纷 宣 布“ 解 禁 ”手 机 使 用 。 据 了
解，仅半个月，国内已有 30余家
航空公司实现了“空中开机”，更
有多家航空公司开通机上 Wi
Fi
服务。
2月 1日 ，2018年 春 运 第 一
天，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从广
州飞往北京 CZ3109航班的旅客，
经历了
“不关机”
的春运之旅。
“飞机上活动空间小、娱乐设
备资源有限，以往大多数中长途
航班上的旅客都是通过睡觉打发
时间，有的人甚至会情绪焦虑。”
该航班主任乘务长曹莉说，开通
空中上网，旅客们明显更开心、更
愉快。
同时，航空公司提醒旅客，手
机在飞机上使用的条件宽松了，
但也需要严格按照乘务人员的现
场要求规范使用。比如，空中使
用手机需开启飞行模式，在机组

人员要求关机时必须配合等。

网络排队
12306加入
“异步交易排队”技术
目前，不少人用抢票软件购
买火车票，这一现象引发了对于
公平的争议。记者从铁路部门采
访了解到，热门线路的热点时段
出现“一票难求”是总体运力不足
造成的。为了维护购票的公平和
秩序，12306系统对抢票软件做
了一定的防范，避免其对系统的
稳定运行造成影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所
副所长朱建生介绍，今年 12306
的购票流程中加入了“异步交易
排队”技术，目的就是让网络售票
更公平。用形象的比喻就是，
12306是个巨大的售票平台，不
能同时让上百万购票者挤向一个
窗口，而是要在其中开设 N个售
票窗口，每名购票者的信息在窗
口前排队。你的信息在哪个窗口
排，要依据一定的算法，然后跟着
队伍有秩序地依次向前。
据 了 解 ，12306已 启 用 了 风
险防控系统，对访问请求实施安
全风险识别和分级控制，维护公
平公正的售票环境。在网络上，
如果有人频繁请求，以极高的速
度访问服务器，甚至每秒向服务
器提出几百次请求，就会被视为
非正常操作，严重的会被列为高
危用户，铁路部门会对其进行拦
截，甚至将其列入黑名单。
铁路部门介绍，经过技术攻
关，12306系统的承载能力与以
往相比已经有了飞跃，单日售票
能力从 1000万张提高到了 1500
万张，高峰时段 1秒可以售出近
700张票。
铁路部门呼吁旅客通过铁路
12306的官方网站和官方 APP购
买火车票，无论购票的可靠性还
是旅客信息安全都更有保障。
据新华社报道

你在
“集五福”时 有人正盯着你的
“钱包”
新华社电 新春将至，就在大家
忙着收齐“五福”时，骗子正盯着你
的
“钱包”
。
江苏南京鼓楼警方近日接到一
位许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为了
集齐五福卡被骗 1000多元。许先
生说，他扫了很多次都还差一张“爱
国福”。为了趁早收齐五张福卡，许
先生开启了“附近的人”功能，不停
地在“红包地图”活动页面中添加陌
生人为好友。

在添加了一个昵称叫“贝壳”的
好友后，对方提出以“爱国福”交换
许先生刚领到的那张五福卡片。此
时“贝壳”称由于当天赠送的五福卡
达到上限，需要许先生的手机校验
码才能将“爱国福”转赠许先生，求
“福”心切的许先生爽快地将校验码
发给了
“贝壳”。
在许先生为即将集齐五福卡而
沾沾自喜之际，收到的信息却让他
傻了眼，他的支付宝密码被修改无

法登录，银行卡连续在异地消费，被
扣款 1000余元。
经调查，民警发现不法分子首
先通过添加许先生支付宝好友获得
了他的支付宝账号，
以赠送许先生所
需要的“ 五福”为由骗取校验码信
息。而此时的校验码，
其实是对方登
录许先生支付宝账号重置登录密码
的验证信息。在顺利通过验证后，
不
法分子会第一时间重置支付宝登录
密码，使用小额免密支付消费。

肇事逃逸近四个月
被抓获

为深入贯彻落实卜市长在包头市公
安机关开展“情报一体化”合成作战总体
部署和重点人员车辆核查管控工作要求，
昆区交管大队充分发挥“稽查布控”平台
及全市公安系统情报信息互通的优势，对
重点人员及案件进行侦破。2月 6日蹲守
了 8个多小时昆区交管大队民警将肇事逃
逸近四个月的云某抓获。
刘榕

为进一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
安安定有序，2月 11日上午 10时，包头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民警，在辖区内的交
通智慧岗亭、人流密集的广场、客运站等
设立宣传台，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活动。宣传活动中，通过为群众讲
解《关于在全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通告》内容，在小区门口和宣传栏中张贴
《通告》、发放宣传品等形式，为过往群众
介绍公安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的目的和意义，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恶势力
和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活动
中 ，张 贴《通 告》300余 份 ，发 放 宣 传 单
2000余份、悬挂横幅 15条，形成了良好的
宣传氛围。
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