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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子客票的高铁反逃票
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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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客票实施后，高铁售票、乘车等流程发生了较大变化，极大地方便了旅客购票出

行，逃票方式也变得更加隐蔽。通过对高铁逃票行为特征、遏制高铁逃票的现有措施、逃票者
躲避查验的主要方式、逃票的查处依据及效果进行分析，结合高铁逃票得不到根本遏制的原因
分析，从加大逃票成功的难度、加大逃票的成本、加强行为规范 3 个方面构建遏制高铁逃票行
为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技术、管理和法律措施，遏制高铁逃票行为，减少铁路
运输企业的损失，维护正常的旅客运输秩序，积极引导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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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偷逃前段、后段或中间段的票款，偷逃前段票款的

引言

一般都是无票上车，看到列车查票或为方便出站，主

逃票是指未支付适用车费而乘坐铁路旅客列车的

动补上后一段的车票；偷逃后段票款就是通常所说的

不道德行为，按照所逃避支付的票款，分为全程性逃

越站乘车；偷逃中间段票款的是“两头票”逃票，即

票、区段性逃票和级差性逃票。全程性逃票是指偷逃

购买行程起点车站出发的 1 张短程车票用于进站和 1 张

旅行全程的票款，包括持伪造、涂改车票或过期车票

到达行程终点车站的短程车票用于出站，以逃避行程

或他人乘车证件乘车，一票两用和直接无票乘车等。

中间段的票款。级差性逃票是指偷逃全程票款的一定

区段性逃票是指偷逃全部旅程中一段票款的行为，包

比例，包括伪造减价乘车凭证乘车、越席乘车、大人
购小孩票乘车。逃票在中外铁路旅客运输中都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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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存在。据估计，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简称法铁）
每年因为逃票造成的损失达到了 3 亿欧元之多，约占旅
客票款总收入的 5% ［1］。我国这方面研究很少，只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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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2］ 中以个别案例测算逃票率为 4.5%。我国铁路

1

成功的旅客比法铁要少很多，通过对某铁路局集团公

1. 1

旅客运输实行实名制，且站车查票比国外严格，逃票
司 2016—2019 年，站车补收票款约占客票收入比例的

高铁逃票概述
高铁逃票行为特征
高铁票价相对较高，逃票造成铁路运输企业的运

情况分析，估计我国铁路逃票率在 2.5% 左右，按中国

输收入损失也较大。根据查处的情况分析，发现高铁

客运收入 3 918.34 亿元测算 ［3］，逃票总额约 97.95 亿

（1） 逃票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如今年五一期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铁集团） 2019 年铁路

逃票行为比较普遍且性质严重。

元，站车已补收 83.1 亿元，每年损失约 14.85 亿元。可

间，检查组在京广高铁某区段的 1 趟列车上查获 10 名逃

以看出，逃票行为对铁路运输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

票人员，补收票款 3 764 元，其逃票方式达 5 种。

（2） 逃票行为具有隐秘性和长期性。如查获的旅

自 2018 年 11 月 22 日海南环岛高铁列车率先试点电

客邓某某，其 9 个月的购票记录为 571 次，从出发地到

方便了旅客购票出行，杜绝了伪造、涂改车票和减价

返 出 发 地 到 目 的 地 区 间 共 200 余 次 ， 累 计 偷 逃 票 款

子客票以来，电子客票已覆盖全国绝大部分铁路车站，

凭证以及利用“挂失补”一票两用的逃票行为，但是
利用无实物车票查验和网上购退票操作的方便，以及
动车组列车运行途中实行差异化查验车票的规定，高
铁逃票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两头票”
逃票的形式演变较多，给查堵工作带来挑战。
我国对逃票乘车行为的遏制一直没有间断，但国
内学术研究较少，近年才出现针对逃票乘车的法律规
制研究。余轶 ［4］ 从民法学范畴出发，提出借鉴我国其
他交通运输行业及域外发达地区对逃票处理的立法经
验，不断完善我国铁路运输中旅客逃票行为的法律规
制；原潇爽 ［2］ 对区间性逃票行为进行了详细研究，提
出了真实票尾式、虚假票尾式区间性逃票乘车行为构
成诈骗罪，内外串通式区间性逃票乘车行为根据主体
身份不同而构成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无效票尾式、

目的地的全票只购买了 2 次。根据数据统计，该旅客往

16 601 元。查获的旅客孙某某持本人证件购票进站，
再持妻子证件购票出站，1 个月内购买短途票 28 次，
偷逃 14 次旅行的票款 15 036 元。

（3） 逃票行为具有群体性和蔓延性。如查获的旅

客陈某某，为大学毕业后到深圳某大型企业工作的员
工，因深圳房价太贵，5 个同事共同在花都买房定居，
采用“两头票”的方式在广州北—深圳逃票通勤。今
年春运查获采用“先购后退”方式逃票的陆某某和汪
某某 2 位女青年，交代说是其同学告诉她们这样可以逃
票省钱的。

1. 2

遏制高铁逃票的现有措施
为打击逃票现象，法铁 2018 年已在 14 个高铁大火

车站安装“登机门”来遏制逃票行为 ［6］。我国铁路运
输企业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遏制措
施，例如，（1） 采取闸机检票增加了全程逃票和区段性

不用票尾式区间性逃票乘车行为不构成犯罪。国外对

逃票中前后段逃票的难度；（2） 乘车证件联网后持伪造

逃票乘车行为的研究较多，形成了完善的治理规范，

或借用他人乘车证件乘车时很容易被查出；（3） 减价乘

Ayal 等 ［5］ 提出了利用信息提示打击不诚实的 2 种防范

车凭证磁条化以及列车查验的加强，降低了级差性逃票

逃票乘车行为的内部强制执行技术。这些研究非常具

的成功几率；（4） 实行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

有借鉴意义，结合现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客票情

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的行程卡控后 ［7］，杜绝了

况下的高铁逃票行为特点，针对性地从技术、管理和

购买同一趟列车两张票的最原始的“两头票”逃票行

法律方面提出措施，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全面遏制高

为。但是电子客票实施后，利用购退票的方便，逃票方

铁逃票行为，对减少铁路运输企业的损失、维护正常

式也变得更加隐蔽，调查中发现，除持伪造或借用他人

的旅客运输秩序、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引导社会规范

乘车证件乘车、越站乘车等原有逃票方式外，还出现了

具有较大的实际价值。

先购后退、一票两用、买小退大、乘后改签退差、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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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学生票优惠次数 ［8］、花式两头票等新方式，给查
处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1. 3

高铁逃票躲避查验主要方式
我国铁路客运实行了实名制和电子客票后，1 次旅

程要通过实名验证进站、验票上车、列车查验、出站
验票 4 个环节，因此必须 4 个环节都避过才能逃票
成功。

在 Y 站出站口，查出一家三口购买了 H 站至 Y 站二等座
票，其首先换取报销凭证，然后用身份证经过实名制

验证进入候车室后，在网上办理了退票，有预谋地在
列车停止检票前用“报销凭证”欺骗检票员进站上车。
在 Y 站被查后，补收其 H 至 Y 站票款并加收 50% 合计

1 260 元。在补票室内，母亲责怪其儿子耍小聪明，今
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2） 追补历史逃票款并加收 50% 票款可有效减少逃

在实名验证环节，一是自助闸机利用人脸识别技
术，通过与公安部身份证信息系统内的人脸信息比对，

票行为，对长期逃票人员具有威慑力。如某铁路局集团

以及与票务系统的实时联网核实，确认票证人一致，

公司在 2017 年组织开展的“打击利用‘两头票’短票

旅客方可通过 ［9］。逃票人员一般持该站当天出发的一
张短途车票即可顺利通过。二是持不能自动识别证件
的旅客在人工查验通道，由工作人员将信息输入系统
核实票证人是否一致。持伪造或他人乘车证件的逃票
人员以及一票两用人员可以欺骗工作人员通过。
在验票上车和出站验票环节，设置有闸机和人工

长坐偷逃票款行为专项活动”中，共查处“两头票”逃
票旅客 767 人，对能查到多次逃票记录的 21 人追补了历

史逃票票款和加收票款，对这 21 人 2018—2020 年的购

票乘车情况进行了跟踪分析，发现他们仍然常坐火车，
其中 17 人均是全程购票，没有逃票嫌疑，只有 4 人还购
有部分短程车票。

（3） 治安处罚对逃票行为起到震慑作用，主要是

通道。逃票人员利用大客流集中验票时工作人员忙不
过来以及害怕被投诉的心理，采取尾随他人进出闸机、
退票后持报销凭证或购票凭条或一票两用的其他证件、
伪造或借用他人乘车证件欺骗验票人员通过。
列车上查验车票环节。目前规定动车组列车在运

心理震慑以及社会群体认识的深化。如 2021 年 2 月初，
在某站出站口开展打击尾随出站专项活动，对查处的
短票长坐尾随出站行为人进行了补收票款并加收 50%

票款后，再由公安机关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 年

行途中进行差异化查验，普速列车在车门验票，遇客

修订） 第二十三条规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进行行政

流较大等特殊情况可让旅客先上车再补验。这种情况

处罚，一举扭转了尾随出站逃票的猖獗局面。

下，普速列车逃票难度较大，而动车组列车配置的服

（4） 治安拘留对逃票行为起到强大震慑作用，对

务人员较少且列车速度快、站间运行时间短，有效查

心理形成冲击力。如 2020 年 1 月在 S 出站口查获旅客陈

验车票的时间少，逃票人员通过掌握列车查票规律，
躲避列车查票。

1. 4

高铁逃票行为的查处依据及效果

某某持“两头票”乘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旅客近几

年短途购票记录 1 008 次，长期利用“两头票”逃票，
由公安机关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 年修订） 第

我国 《民法典》《铁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

二十三条规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进行拘

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

留后，跟踪分析其身边长期逃票的另外 4 人，再也没有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 〔2018〕 384 号）、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运 〔1997〕 101 号） 对于逃票
行为的处理有明确规定，可以按补收票款、核收手续

发现逃票嫌疑。

2

高铁逃票屡禁不止原因分析

费、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 50％的票款 ［10］ 以及行政

2. 1

行为进行持续打击，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济学家奥尔森在其专著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提出著

处罚进行处理。近年来，各铁路运输企业也在对逃票

（1） 补收票款并加收 50% 票款可减少逃票行为，

特别对初次逃票人员威慑作用大。如 2021 年 2 月 16 日
CHINA RAILWAY 2021/07

不良心理驱动
（1）“逃票乘车”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

名的“逃票乘车”理论，指出：集团的利益属于所有
的人，集团越大，成员的心理就越会趋向于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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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支付公共品总成本中应分担的份额，而分享公共

可以获利。

品带来的收益，就容易出现“逃票乘车”问题 ［11］。我

（2） 违 法 追 究 不 足 。 虽 然 《民 法 典》《铁 路 法》

国铁路运输具有的公共服务产品性质，使一部分道德

《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逃票乘车均有规制，但规制内容

水平不高的人认为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而出现逃

的不全面，公检法部门对逃票乘车的法律定性、犯罪

票乘车行为。

形态等未形成统一意见，且铁路车站和列车均为大客

（2） 侥幸心理。个别旅客抱着抓到就补票抓不到

流量的公共场所，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执法资源有限，

就逃票的心理，大部分被动逃票者还有怕麻烦的心理，

启动违法追究时，法律有严密的程序，不法行为受到

不是刻意想逃票，但也不主动补票。如查处的李某，

应有的追究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从他的购票轨迹来看本没有故意逃票的意图，他首先

2. 3

购买了 2 张出发地到目的地的中转车票，后来发现出发
地到目的地的直达列车有短途票，就先买了短途票上
车，上车后发现没有查票，就把后半程的车票退了也
未主动补票。
（3） 从众心理和破窗效应。少部分人抱着不占便
宜就吃亏的心理，看到有人逃票成功，自己就去尝试，
尝试成功一次，便一发不可收拾。如查获的陈某单位
个别同事，以往并不逃票，但看陈某等人长期逃票通
勤，便跟着陈某一起逃票。
（4） 刺激好玩无聊心理。极少部分人精神空虚，
追求刺激，为满足无聊心理，通过与查验车票人员斗
智斗勇并成功逃票寻求快感。如查处的何某某，就是
几个人打赌看谁能逃票成功，其赌注远超票款。
（5） 好奇及自我满足心理。部分旅客运用自己的
知识发现检售票系统的漏洞并进行逃票测试。如从事
软件行业的刘某某，觉得车票改签制度存在漏洞，其
出行购买高铁车票后有意不经机器检票，乘车到达目
的地后改签为当日同城的普速低等级列车，改签成功，

管理存在不足
（1） 客观上大客流量对完全执行规范带来挑战。

铁路车站和列车都是大客流量的公共场所，面对持续
的大客流冲击，工作人员查验车票很难做到严格按标
准作业，无法发现所有逃票人员。如国铁集团 2021 年
3 月份通报，有 14 个客运大站在 2021 年 1、2 月份的出

站检票过闸率连续低于 80% ［12］，按平均每站 10 万人测
算，至少有 2 万人要经过人工查验，按 4 个人工查验口

每个要通过 5 000 人计算，每分钟至少要查 5 个人，每
个人要输入 18 位身份证号码，还有网络时延、菜单调
取、作业确认等，因此要求对每个人都按规范查验是

不可能的任务，何况有些车站到达人数远超 10 万人。
高铁列车有效查票时间不足，更无法做到全程全列
查票。
（2） 站车作业不规范。部分站车作业人员由于责
任心、业务熟练程度、长期工作的专注度以及对问题
的认识等不足，且有担心引起投诉等原因，没有认真
执行作业规范。

收到退回的票款差价后致电铁路方退回退款。又如陈

（3） 设备设施不稳定。大客流量使得检票设备的

某某，觉得查验票组织有漏洞，其携带 1 名不足 1.2 m

使用频率很高，电子客票通过身份信息与票务系统关

儿童购买高铁车票乘车到达目的地后，将未检票的儿

联，对网络和检票设备的稳定性要求很高，高频使用

童票改签为当日同城的普速低等级列车，改签成功，

下的设备故障率增高，设备故障时客流更加冲击人工

收到退回的票款差价后致电铁路方退回退款。

查验口，容易造成安全问题，导致作业规范执行程度

2. 2

降低。

逃票成本低
（1） 经济损失不多。对于被发现逃票的行为人，

（4） 部分便民利民措施存在漏洞。如通过 12306.cn

绝大部分都不会拒绝补票，因此连失信名单都不能纳

网站办理开车之后改签当日其他列车的政策，存在旅

入，仅仅只是补收票款、核收手续费、加收已乘区间

客购票后利用未检票乘车并将高等级车票改签为同城

应补票价 50％的票款

低等级车票的客运组织的漏洞，从而获取票款差价，

，对逃票者来说，逃票 3 次只

［9］

要成功 1 次，他将没有损失，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功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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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技术保障有待完善

对性上下功夫，实现精准激励，激发站车工作人员潜

（1） 实名制乘车验证还未形成闭环。目前，客运

能。同时，优化完善目标任务管理机制，实现目标导

组织流程中，仅在实名制验证进站环节实现了票、证、

向，激发各级动力。严格查验车票标准，规范处置违

人一致，在上车和出站闸机均只实现了票、证一致。

反乘车管理规定的行为。

列车上利用站车交互系统实行差异化查验，在不进行

（3） 加大对逃票行为的打击力度。常态化开展打

人工查验的情况下，只能确定座位是否售出，无法确

击恶意逃票行为的专项活动，对查出的逃票行为人严

定票、证、人一致，甚至不能确定票、证一致。

格按规定补收及加收票款，移交治安处罚，增加查出

（2） 进出站闸机设计不能确保一闸一过。目前的
闸机都只有 1 道闸，出于安全考虑，关闸条件中设定了

率形成震慑力。
（4） 完善制度措施。如修改过点改签退差规则，

时延，不能卡控尾随通过，甚至还发现有意阻挡探测

完善过点改签程序，堵塞漏洞。

点以敞开闸口通过的案例。

3. 1. 2

技术措施

（3） 站车交互系统信息量不足。目前站车交互系

（1） 优化完善站车交互系统功能。增加站车交互

统只能查询当日购票情况，对习惯性逃票者无法识别。

系统查询 1 个月购票记录功能，及时发现习惯性逃票行

（4） 作业信息交互使用不完善。一是目前实名制验
证进站环节的信息与其他 3 个环节还未实现共享和形成

为并按规处置，形成震慑。

（2） 优化完善自动闸机功能。在进出站闸机增加人

关联，旅客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实名制验证进站后，未在

脸识别功能，实现从票、证一致核验到票、证、人的一

车票上打上使用标记，网上可以办理退票。二是列车上

致核验，发现异常时关闭闸机并告警提示工作人员处理。
（3） 开发防尾随闸机。根据尾随行为特点，开发

利用站车交互系统对非本次列车车票进行“车上补签”
操作后，票务系统仅对该车票进行了标记，没有对补签

一款利用视频监控、红外监测和机械联动的防尾随闸

操作改变的席位进行调整，原票席位继续占用。

机，使尾随人员不能顺利进出站。

3

遏制高铁逃票行为的综合治理体系构建
遏制高铁旅客逃票行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4） 研发列车智能验票系统。利用视频识别技术
将无票人员和已过票面到站而未下车的旅客标识出来，
列车工作人员可根据信息提示前去办理补票。

需要全方位进行综合治理。逃票行为人的目标是通过

（5） 优化完善票务系统功能。一是将列车补签的

将免费旅行的好处与被抓的成本进行权衡，从而实现

已提前乘车的票额释放出来，既可避免被滥用逃票，

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我国高铁运输现状和逃票行为

又可增加可售票额。二是强化乘车人行为分析，对长

特点，针对性地从加大逃票成功的难度、加大逃票的

期检票记录不全的购票人进行标识，并推送到站车交

成本、加强行为规范的引导等 3 个方面提出管理、技

互系统提醒工作人员重点检查。

术、法制、行为规范引导等措施，构建一个综合治理
体系，对高铁逃票行为进行全方位遏制。

3. 1

加大逃票的成本
（1） 提高罚款标准。针对目前逃票成本太低的特

加大逃票成功的难度

3. 1. 1

3. 2

点，可借鉴北京地铁对恶意逃票行为按路网单程票价

管理措施

（1） 提高进出站闸机的效率和稳定性。优化进出
站自动检票闸机功能，提升设备运行速度与系统稳定
性 ［2］；加强设备的巡检维保，确保设备运行良好，规

的 10 倍补收票款、香港地铁罚款 3 000～5 000 港元、
澳大利亚悉尼铁路罚款 200～500 澳元的经验 ［4］，建议

我国铁路对逃票行为的处理，改为补收票款、核收手
续费、加收全程 2～5 倍的票款。

（2） 加大治安处罚力度。对恶意逃票行为人要严

范开启使用，提高过闸检票率。
。优化完

格按 《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 年修订） 第二十三条规

善堵漏保收奖励考核办法，在奖励制度的显性化和针

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进行行政处罚，增加对恶意逃

（2） 进一步激发检票人员的工作效能

CHINA RAILWAY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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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效果分析如下：

（3） 修订完善征信相关管理办法。《关于在一定期

（1） 上述管理措施是通过增加逃票被抓获的可能

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

性来减少逃票行为；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只需加强既

体系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 〔2018〕 384 号） 中将无

有管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水平，其投入成本较少，但

票乘车、越站 （席） 乘车多次的纳入限制乘坐火车的

效果将会十分显著。

行为。

3. 3

（2） 加强行为规范引导的措施，是通过加强道德

加强行为规范的引导
（1） 加强道德法治理念教育，结合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理念教育，使用积极的描述性规范来加强乘车人
行为规范建设，让主动买票乘车成为自觉。这是一个

的推进，提升国民思想道德修养、增强遵法守法观念，

潜移默化的过程，可结合铁路运输企业文化建设和社

引导出行旅客自觉购买车票，按照日期、车次乘车，

会责任履行开展，也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提高罚款标准的措施，可在 《铁路旅客运输

超过车票有效区间时主动补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逃
票乘车行为

。

［2］

（2） 加大站车广播视频对乘车行为规范的宣传力

规程》 修订中实现，目前的困难在于还未确定修订主
体，铁路运输企业应积极推进。

度，告知人们期望的社会规范和其他人正在做的事

（4） 完善征信管理措施的推动。《关于在一定期限

情 ［5］，使用积极的描述性规范影响人们自觉按规购票

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

乘车。

系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 〔2018〕 384 号） 是 2018 年

（3） 利用人们重视诚实和道德的心理，运用眼睛

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七部委共同下发的文件，其修订

暗示，给人一种被别人观察到的感觉，增加道德行为

需要所有部委形成一致意见，需要一定时间沟通协调，

内在执行力的因素可见度 ［5］。可以在进出站通道、闸

铁路运输企业应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实施。
（5） 加大治安处罚力度，启动法律追究，这是司

机以及车厢内张贴“查验员眼睛”海报，时时提醒人
们自觉按规购票乘车。
（4） 启 动 逃 票 判 刑 研 究 和 宣 传 。 从 查 处 的 部 分
“两头票”惯犯情况分析来看，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

法部门的应尽职责，铁路运输企业应尽社会法人责任，
为司法部门履职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善于利用法律规
制，维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
（6） 对高铁逃票行为的基本遏制需要技术措施的

目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应缴而未缴的铁路运输费用，
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以以诈骗罪定罪量

实施，上述优化完善站车交互系统功能、自动闸机功

刑 ［2］。但其行为需要长时间的多次累积，才能达到数

能、票务系统功能的投入不大，可以立即实施。开发

额较大的条件，给固化证据带来了挑战，有目的地对

防尾随闸机和研发列车智能验票系统，需要进行详细

性质特别恶劣的逃票行为，启动法律追究，通过成功

技术经济评价，但可利用既有设备，只需补充部分必

的判例来规范大众乘车行为。在没有成功判例前，组

要设备，其关键在于软件的开发完善，相对于目前每

织专家学者对各类逃票行为的法律定性开展讨论，并

年 8 亿以上的反逃票人力成本，在经济性方面是可

广泛宣传，引起大众关注，起到警示作用。

4

可行性及应用效果分析

行的。

5

结论

通过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对高铁逃票行为进行全方

电子客票实施后，高铁售票、乘车等流程发生了

位遏制后，工作人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提

较大变化，极大地方便了旅客购票出行，逃票方式也

高服务质量，既可以减少铁路运输企业的损失，维护

变得更加隐蔽，逃票行为更加猖獗。通过对高铁逃票

正常的旅客运输秩序，引导积极的社会规范，提升旅

现状进行调查和对逃票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借

客出行体验，并能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行

鉴既有研究成果，结合现有信息技术和电子客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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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高铁逃票行为特点，针对性采取技术、管理、法
制和行为规范引导措施，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对高铁
逃票行为进行全面遏制，对减少铁路运输企业的损失、
维护正常的旅客运输秩序、提高服务质量、引导积极
的社会规范可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6］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 铁
路互联网售票暂行办法［EB/OL］.［2021-05-11］.
https：
//kyfw. 12306. cn/otn/gonggao/saleTicketMeans.
html？linktypeid=means8.

［7］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 铁路旅客电子客票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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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of Combatting Ride Stealing of High Speed Railway Based
on E-ticket
YANG Bangxiong

(Revenue Audit Group, China Railway Guangzhou Group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icket, the working procedure of passenger transport of high speed

railway, such as ticketing and checking in,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which greatly facilitates passengers'
travelling. Meanwhile, ride stealing methods have also become more cover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and
inadequacy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of high speed railway ride stealing, the main ways for ride
stealers to avoid inspection and the main forms of ride stealing, the investigating basis and effect, as well as the
reasons why the ride stealing cannot be fundamentally contain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nhancing the
difficulty of ride stealing, the cost of ride stealing and the awareness of behavior nor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technic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measures to contain the behavior of high speed railway ride stealing,
so as to reduce the loss of railway transport enterprises, maintain the normal order of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promote the positive social norms.
Keywords: e-ticket; ride stealing;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containment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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