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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寒假学生火车票 
集体预订工作的通知 

 

京区各研究所，各学院、系： 

为做好 2022 年寒假北京地区我校学生火车票集中办理工作，我

校定于 2021年 12月 30日至 2022年 1月 4日开展寒假学生火车票集

中订购工作。根据北京市教委和铁路部门的通知要求和学校教学工作

安排，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办理乘车期限： 

往程（离京）票：乘车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1 月 23 日发

车的车票。 

二、办票范围 

办理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北京朝阳站和和清

河站始发列车的学生硬座车票、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车学生票。 

1.为优先满足长途学生需要，2022 年春运执行各车次的限售区

段，办理包含限售站在内的以远站（即限售站到终点站之间）各站车

票（2022 年学生大计划限售区段列表请见附件 2）。 

2.部分列车无硬座或硬座少，请学生不要选择。 

3.部分列车因受调图、新线开通等因素影响，暂不对外发售，无

法集中办理，请关注车站公告 

3.集中办票无法办理返程（回京）车票。 

三、具体办理安排 

1.集中订票办理时间：2021 年 12 月 30 日 14：00——1 月 4 日

16：00，每天具体办理时间以各办理地点通知为准。 

2.办理地点: 

(1)玉泉路校区：一、二、四公寓服务台。 

(2)中关村校区：A座地下一层客服中心。 

(3)奥运村校区办理地点：1号楼一层客服中心。 

(4)雁栖湖校区办理地点：西区：1 公寓楼宇服务办公室；东区：

8 公寓 111（学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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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中订票办理流程： 

(1)需要集中订票的学生填写预定表并到办理地点登记预订信

息。 

(2)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网上查询订票兑现结果。 

(3)到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代售点等指定取票点付款取票。 

4.集中订票办理方式： 

集体办理：集中教学学生按班级集体办理。各研究所高年级学生

按研究所为单位集体办理。集体组织填写《2022 年寒假学生票集体

预订表》（附件 1），办理时需提交打印签字的表格和表格电子版给

办理人员，手工填写或自制表格不予办理。集体办理填写乘车人真实

姓名和二代身份证号码一定要准确无误，以免影响购票和乘车。 

个人办理：请订票同学持本人有效学生证、身份证就近到各校区

办理地点办理。 

请同学尽量集体到办理地点办理。 

5.订票结果查询、付款及取票方式： 

 2022 年 1 月 7 日 — 1 月 11 日 ， 学 生 可 登 陆

http://www.12306.cn/stgweb,在查询兑现结果窗口下，选择学校、证件

类型后，使用本人姓名+证件号进行订票结果查询。学生认可订票结

果的，务必于 2022年 1 月 11 日 22:00前，到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

代售处进行取票，并支付票款、办理本人居民身份证件与学生优惠卡

核验手续并取票。2022 年寒假学生集中办票仍为普通车票（非电子

客票），请务必通知学生办理支付取票手续，乘车时，请同时携带相

关证件原件及车票（务必携带车票）按车站引导乘车。2022 年 1 月

11 日 22:00未取车票不予保留，将统一返回票库发售。 

6.其他注意事项： 

（1）如配票结果不符合学生需求，学生可放弃取票。 

（2）超过规定时间，未取车票不予保留，将统一返回票库发售。 

（3）学生取票后，需要退票、改签时，按规定办理。 

四、预订要求 

1.根据校历安排，集中教学春季学期 2022年 2月 21日正式上课。

http://www.12306.cn/st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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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集中教学的学生，不得以订不到火车票为由提前离校或不按时返

校。 

2.学生填写预订表预订车票时，应与学生证和火车票优惠卡登记

的乘车区间一致，否则影响乘车责任自负。无优惠卡的学生不得办理

学生票。 

3.按铁路部门规定，我校只能为本校学生订票，不允许为其他院

校代订。一经发现将取消相关人员的订票资格。 

五、学生订票有关说明 

1.学生票实行全部实名制购票。 

2.学生取票后，需要退票、改签时，按相关规定办理。 

3.春运期间，铁路部分线路和车次的票价可能会有调整，部分列

车编组无硬座席别，请订票学生提前在网上了解清楚情况再选择车

次。 

4.取票时，请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及附有学生优惠卡的学生

证的原件。 

5.由于个别日期、车次学生乘车较为集中，不一定能够订得上学

生选定的日期和车次，铁路部门配票时将调整乘车车次或后延乘车日

期，学生在提交订票信息时可以选择“不限定日期和车次”，如果选

择限定日期、限定车次，票额不能满足需求时，将无法为学生订票。 

6．请订票人准确登记联系电话，便于有事及时通知到本人。 

7.学生乘坐火车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提前到达车站，

验证验票、安检，进站候车。 

8.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址为：http://www.12306.cn/，学生

可查询车次、票价等相关信息。 

9. 学生购买 2022 年 1 月 13 日前和 2022 年 1 月 23 日后的离京

车票，请自行持有效证件到火车站售票窗口按预售期办理，车票预售

期以车站公告为准。 

10.高铁、动车实行浮动票价，学生票实际价格以票面为准。 

11 学生票集中订票仅限于为学籍在国科大的学生办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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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 年寒假学生票集体预订单（离京） 

2. 2022 年学生大计划限售区段列表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处 

          202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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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寒假学生往程票集体预订单（离京） 
 

研究所(学院、系)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日期 车次 发车站 到达站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是否限定 

日期和车次 

顺延 

天数 

本人 

签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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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学生大计划限售区段列表 
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1 1303 北京西 郑州 聊城   

2 1461 北京 上海 静海   

3 D1001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4 D1003 清河 呼和浩特东 兴和北   

5 D1005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6 D1007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7 D1009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8 D1011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9 D1013 清河 呼和浩特东 兴和北   

10 D1015 清河 呼和浩特东 兴和北   

11 D1017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2 D1019 清河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3 D1021 清河 呼和浩特东 兴和北   

14 D1071 清河 包头 乌兰察布   

15 D1073 清河 包头 乌兰察布   

16 D1075 清河 包头 乌兰察布   

17 D1091 清河 乌兰察布 兴和北   

18 D1101 清河 大同南 阳高南   

19 D1103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0 D1105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1 D1107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2 D1109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3 D1111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4 D1113 清河 大同南 阳高南   

25 D1115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6 D1117 清河 大同南 阳高南   

27 D1119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8 D1121 清河 大同南 天镇   

29 D1123 清河 大同南 大同南   

30 D2003 北京西 运城北 太原南   

31 D2005 北京西 临汾西 太原南   

32 D701 北京 上海 南京   

33 D703 北京南 上海南 泰州   

34 D705 北京 上海 明光   

35 D709 北京南 上海 南京   

36 D711 北京 杭州 南京   

37 D717 北京 杭州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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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38 D725 北京 青岛北 大明湖   

39 D727 北京西 深圳 聊城   

40 D733 北京西 井冈山 聊城   

41 D735 北京西 南昌 黄州   

42 D737 北京西 南昌 九江   

43 D739 北京西 龙岩 聊城   

44 D745 北京西 厦门北 聊城   

45 D821 北京 沈阳 山海关   

46 D823 北京 沈阳 山海关   

47 D825 北京 沈阳 山海关   

48 D831 北京 锦州南 山海关   

49 G1 北京南 上海 南京南   

50 G103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51 G1045 北京南 济南西 济南西   

52 G1047 北京南 济南西 济南西   

53 G1049 北京南 济南西 济南西   

54 G10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55 G1053 北京南 济南西 济南西   

56 G1061 北京南 青岛 济南东   

57 G1063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58 G1065 北京南 青岛 济南东   

59 G1067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0 G1069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1 G10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62 G1071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3 G1073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4 G1075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5 G1077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6 G1079 北京南 青岛 济南西   

67 G1083 北京南 烟台 济南西   

68 G1085 北京南 威海 济南东   

69 G1087 北京南 烟台 济南东   

70 G1089 北京南 威海 济南西   

71 G10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72 G1091 北京南 荣成 济南西   

73 G1099 北京南 盐城 济南东   

74 G11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75 G111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76 G113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77 G115 北京南 杭州东 济南西   

78 G11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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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79 G11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0 G121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1 G123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2 G12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3 G12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4 G12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5 G13 北京南 上海 济南西   

86 G133 北京南 上海 济南西   

87 G13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8 G13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89 G13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0 G141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1 G143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2 G14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3 G14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4 G14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5 G1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6 G151 北京南 嘉兴南 济南西   

97 G153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98 G1563 北京西 郑州东 安阳东   

99 G1565 北京南 淮北 济南西   

100 G1567 北京南 商丘 济南西   

101 G15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102 G1571 北京西 周口东 郑州东   

103 G1575 北京西 南阳东 鹤壁东   

104 G1577 北京西 阜阳西 鹤壁东   

105 G1579 北京西 襄阳东 鹤壁东   

106 G1589 北京西 十堰东 安阳东   

107 G1591 北京西 亳州南 安阳东   

108 G161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109 G163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110 G169 北京南 南昌西 济南西   

111 G1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112 G171 北京南 杭州东 济南西   

113 G173 北京南 宁波 济南西   

114 G179 北京南 杭州东 济南西   

115 G183 北京南 温州南 济南西   

116 G185 北京南 宁海 济南西   

117 G187 北京南 台州西 济南西   

118 G189 北京南 杭州东 济南西   

119 G1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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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120 G191 北京南 江山 济南西   

121 G193 北京南 杭州东 济南西   

122 G195 北京南 宁波 济南西   

123 G197 北京南 平潭 济南西   

124 G201 北京南 青岛 潍坊北   

125 G203 北京南 青岛北 济南东   

126 G205 北京南 青岛 潍坊北   

127 G207 北京南 青岛北 济南东   

128 G209 北京南 青岛 济南东   

129 G21 北京南 上海虹桥 南京南   

130 G211 北京南 青岛北 青岛北   

131 G213 北京南 青岛北 济南东   

132 G219 北京南 威海 济南东   

133 G23 北京南 上海 济南西   

134 G2457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35 G2459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36 G2461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呼和浩特东   

137 G2463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38 G2465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39 G2467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40 G2469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41 G2471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乌兰察布   

142 G2473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呼和浩特东   

143 G2475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兴和北   

144 G2477 北京北 呼和浩特东 呼和浩特东   

145 G2491 北京北 包头 乌兰察布   

146 G2493 北京北 包头 呼和浩特   

147 G2495 北京北 包头 呼和浩特   

148 G2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149 G2531 北京北 大同南 大同南   

150 G2533 北京北 大同南 阳高南   

151 G2535 北京北 大同南 阳高南   

152 G2537 北京北 大同南 天镇   

153 G2539 北京北 大同南 阳高南   

154 G2541 北京北 大同南 大同南   

155 G2551 北京南 六安 济南西   

156 G2553 北京南 黄山北 济南西   

157 G2555 北京南 合肥南 济南西   

158 G2557 北京南 金华南 济南西   

159 G2561 北京南 黄山北 济南西   

160 G2563 北京南 合肥南 济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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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161 G2565 北京南 合肥南 济南西   

162 G2571 北京南 无锡 济南西   

163 G2573 北京南 泰州 济南西   

164 G2575 北京南 南通 济南西   

165 G2577 北京南 泰州 济南西   

166 G2581 北京南 盐城 济南西   

167 G2585 北京南 南京南 济南西   

168 G2587 北京南 连云港 济南西   

169 G2589 北京南 徐州东 济南西   

170 G27 北京南 上海 南京南   

171 G3 北京南 上海 济南西   

172 G301 北京南 福州南 济南西   

173 G303 北京南 福州 济南西   

174 G307 北京西 成都东 安阳东   

175 G309 北京西 重庆北 安阳东   

176 G31 北京南 杭州东 济南西   

177 G321 北京南 厦门北 济南西   

178 G323 北京南 厦门北 济南西   

179 G325 北京南 厦门北 济南西   

180 G349 北京西 成都东 郑州东   

181 G35 北京南 宁波 济南西   

182 G3503 北京朝阳 大连北 辽宁朝阳   

183 G3507 北京朝阳 大连北 辽宁朝阳   

184 G3511 北京朝阳 大连北 辽宁朝阳   

185 G3515 北京朝阳 大连北 牛河梁   

186 G3519 北京朝阳 大连北 营口东   

187 G3523 北京朝阳 大连北 牛河梁   

188 G3527 北京朝阳 大连北 辽宁朝阳   

189 G3531 北京朝阳 大连北 喀左   

190 G3601 北京朝阳 牡丹江 辽宁朝阳   

191 G3603 北京朝阳 佳木斯 辽宁朝阳   

192 G3605 北京 鸡西西 沈阳北   

193 G3621 北京朝阳 吉林 牛河梁   

194 G3623 北京朝阳 吉林 牛河梁   

195 G3625 北京朝阳 吉林 辽宁朝阳   

196 G3627 北京朝阳 吉林 辽宁朝阳   

197 G3649 北京朝阳 珲春 牛河梁   

198 G3651 北京朝阳 通辽 辽宁朝阳   

199 G3653 北京朝阳 通辽 辽宁朝阳   

200 G3655 北京朝阳 通辽 辽宁朝阳   

201 G3661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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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202 G3663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03 G3665 北京朝阳 赤峰 宁城   

204 G3667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05 G3669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06 G3671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07 G3673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08 G3675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09 G3677 北京朝阳 赤峰 建平   

210 G3679 北京朝阳 赤峰 赤峰   

211 G3691 北京朝阳 丹东 喀左   

212 G3693 北京朝阳 丹东 牛河梁   

213 G3695 北京朝阳 鞍山西 辽宁朝阳   

214 G37 北京南 千岛湖 济南西   

215 G39 北京南 杭州东 南京南   

216 G401 北京西 贵阳北 鹤壁东   

217 G403 北京西 昆明南 郑州东   

218 G405 北京西 昆明南 安阳东   

219 G41 北京南 芜湖 济南西   

220 G421 北京西 南宁东 安阳东   

221 G429 北京西 兰州西 安阳东   

222 G43 北京南 合肥南 济南西   

223 G437 北京西 兰州西 郑州东   

224 G45 北京南 福州 济南西   

225 G481 北京西 吉首东 郑州东   

226 G487 北京西 南昌西 郑州东   

227 G491 北京西 瑞金 新乡东   

228 G497 北京南 沈阳 葫芦岛北   

229 G5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230 G503 北京西 长沙南 安阳东   

231 G505 北京西 长沙南 鹤壁东   

232 G507 北京西 汉口 安阳东   

233 G509 北京西 汉口 郑州东   

234 G517 北京西 武汉 郑州东   

235 G519 北京西 武汉 安阳东   

236 G521 北京西 武汉 安阳东   

237 G525 北京西 武汉 安阳东   

238 G527 北京西 武汉 郑州东   

239 G529 北京西 北海 郑州东   

240 G533 北京西 邵阳 郑州东   

241 G55 北京西 西安北 郑州东   

242 G555 北京西 宜昌东 郑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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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243 G557 北京西 武汉 安阳东   

244 G561 北京西 郑州东 安阳东   

245 G563 北京西 洛阳龙门 鹤壁东   

246 G565 北京西 郑州东 安阳东   

247 G567 北京西 郑州东 鹤壁东   

248 G57 北京西 西安北 郑州东   

249 G571 北京西 重庆西 安阳东   

250 G573 北京西 黄冈东 新乡东   

251 G585 北京西 武汉 安阳东   

252 G587 北京西 襄阳东 安阳东   

253 G59 北京西 西安北 郑州东   

254 G601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55 G603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56 G605 北京西 永济北 太原南   

257 G607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58 G609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59 G613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60 G615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61 G621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62 G623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63 G625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64 G627 北京西 运城北 太原南   

265 G629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266 G65 北京西 珠海 安阳东   

267 G651 北京西 西安北 安阳东   

268 G653 北京西 西安北 新乡东   

269 G655 北京西 西安北 鹤壁东   

270 G659 北京西 西安北 安阳东   

271 G663 北京西 西安北 鹤壁东   

272 G665 北京西 汉中 新乡东   

273 G669 北京西 西安北 鹤壁东   

274 G67 北京西 广州南 郑州东   

275 G671 北京西 宝鸡南 鹤壁东   

276 G673 北京西 宝鸡南 安阳东   

277 G679 北京西 西安北 鹤壁东   

278 G681 北京西 长治东 太原南   

279 G683 北京西 晋城东 太原南   

280 G689 北京西 张家界西 安阳东   

281 G69 北京西 广州南 郑州东   

282 G7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283 G71 北京西 福田 新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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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284 G79 北京西 香港西九龙 郑州东 不可预订香港西九龙 

285 G791 北京西 原平西 太原南   

286 G801 北京西 商丘 郑州东   

287 G805 北京西 郑州东 郑州东   

288 G807 北京西 郑州东 郑州东   

289 G83 北京西 长沙南 郑州东   

290 G871 北京西 银川 安阳东   

291 G887 北京南 张家港 济南西   

292 G89 北京西 成都东 郑州东   

293 G891 北京南 临沂北 济南西   

294 G9 北京南 上海虹桥 济南西   

295 G901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沈阳北   

296 G905 北京朝阳 长春 沈阳北   

297 G907 北京 沈阳北 沈阳北   

298 G909 北京朝阳 沈阳 沈阳   

299 G91 北京西 太原南 太原南   

300 G915 北京 吉林 沈阳北   

301 G919 北京朝阳 沈阳 沈阳   

302 G921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辽宁朝阳   

303 G923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辽宁朝阳   

304 G925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辽宁朝阳   

305 G927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辽宁朝阳   

306 G929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阜新   

307 G931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辽宁朝阳   

308 G933 北京朝阳 齐齐哈尔南 喀左   

309 G935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牛河梁   

310 G937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牛河梁   

311 G939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辽宁朝阳   

312 G941 北京朝阳 哈尔滨西 喀左   

313 G951 北京朝阳 长春西 牛河梁   

314 G953 北京朝阳 长春西 沈阳北   

315 G955 北京朝阳 长春 辽宁朝阳   

316 G957 北京朝阳 长春西 北票   

317 G971 北京朝阳 沈阳 喀左   

318 G973 北京朝阳 沈阳 辽宁朝阳   

319 G975 北京朝阳 沈阳 沈阳   

320 G977 北京朝阳 沈阳 牛河梁   

321 G979 北京朝阳 沈阳 阜新   

322 G981 北京朝阳 沈阳南 辽宁朝阳   

323 G983 北京朝阳 沈阳南 牛河梁   

324 G985 北京朝阳 沈阳北 辽宁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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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325 G987 北京朝阳 沈阳北 辽宁朝阳   

326 G989 北京朝阳 沈阳北 沈阳北   

327 G995 北京 大连北 锦州北   

328 K101 北京 温州 济南   

329 K105 北京西 深圳东 聊城   

330 K1071 北京西 宿松 临清   

331 K1109 北京西 黄山 聊城   

332 K1115 北京西 包头 太原   

333 K1163 北京西 长治北 安阳   

334 K117 北京西 成都 安阳   

335 K1177 北京 银川 大同   

336 K1189 北京 乌兰浩特 四合永   

337 K1453 北京西 赣州 聊城   

338 K157 北京 湛江 郑州   

339 K1613 北京 连云港 聊城   

340 K1785 北京 东营南 商河   

341 K179 北京西 郑州 安阳   

342 K1901 北京 日照 聊城   

343 K21 北京西 南宁 安阳   

344 K2559 北京 通辽 四合永   

345 K261 北京西 汉中 安阳   

346 K263 北京 包头 柴沟堡   

347 K267 北京西 怀化 郑州   

348 K269 北京西 洛阳 安阳   

349 K27 北京 丹东 山海关   

350 K285 北京 烟台 禹城   

351 K339 北京 佳木斯 山海关   

352 K395 北京 乌海西 大同   

353 K401 北京西 周口 郑州   

354 K41 北京 敦煌 柴沟堡   

355 K411 北京 威海 大明湖   

356 K429 北京 通化 山海关   

357 K473 北京 昆明 安阳   

358 K507 北京西 贵阳 鹤壁   

359 K53 北京 沈阳北 沈阳北   

360 K571 北京西 厦门北 临清   

361 K573 北京西 东胜西 大同   

362 K589 北京西 洛阳 新乡   

363 K601 北京 太原 灵丘   

364 K603 北京 运城 灵丘   

365 K609 北京 韩城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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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366 K635 北京西 昆明 安阳   

367 K681 北京 大连 熊岳城   

368 K817 北京西 成都 安阳   

369 K89 北京西 呼和浩特 大同   

370 T109 北京 上海 徐州   

371 T145 北京 南昌 鹤壁   

372 T167 北京西 南昌 安阳   

373 T175 北京西 西宁 太原   

374 T231 北京西 西安 洛阳   

375 T289 北京西 南宁 郑州   

376 T297 北京 牡丹江 山海关   

377 T35 北京 合肥 徐州   

378 T41 北京西 西安 太原   

379 T47 北京 齐齐哈尔 沈阳北   

380 T49 北京西 宜昌东 安阳   

381 T7 北京西 成都 太原   

382 T9 北京西 重庆西 安阳   

383 Z1 北京西 长沙 郑州   

384 Z117 北京 吉林 沈阳北   

385 Z129 北京西 兰州 洛阳   

386 Z139 北京 南通 徐州   

387 Z149 北京西 贵阳 郑州   

388 Z15 北京 哈尔滨 哈尔滨   

389 Z159 北京 日照 泰山   

390 Z161 北京西 昆明 新乡   

391 Z17 北京 哈尔滨西 哈尔滨西   

392 Z179 北京西 乌鲁木齐 大同   

393 Z19 北京西 西安 西安   

394 Z201 北京西 三亚 郑州   

395 Z203 北京 哈尔滨 哈尔滨   

396 Z21 北京西 拉萨 太原   

397 Z211 北京 长春 四平   

398 Z225 北京 合肥 阜阳   

399 Z277 北京西 银川 太原   

400 Z285 北京西 南宁 郑州   

401 Z29 北京 扬州 明光   

402 Z3 北京西 重庆北 汉口   

403 Z35 北京西 广州 郑州   

404 Z37 北京西 武昌 孝感   

405 Z43 北京西 西安 延安   

406 Z49 北京西 成都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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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407 Z5 北京西 南宁 郑州   

408 Z51 北京 南通 徐州   

409 Z53 北京西 昆明 郑州   

410 Z55 北京西 兰州 太原   

411 Z59 北京 福州 鹰潭   

412 Z601 北京 菏泽 临清   

413 Z61 北京 长春 长春   

414 Z69 北京西 乌鲁木齐 太原   

415 Z77 北京西 贵阳 郑州   

416 Z83 北京 齐齐哈尔 哈尔滨   

417 Z95 北京西 重庆西 郑州   

418 Z97 北京西 广州东 郑州   

419 4471 昌平北 承德 昌平北   

420 6437 北京西 大涧 北京西   

421 D6721 清河 张家口 清河   

422 D6723 北京北 张家口 北京北   

423 D6725 清河 张家口 清河   

424 D6727 清河 张家口 清河   

425 G6701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26 G6703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27 G6705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28 G6709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29 G6711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30 G6713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31 G6715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32 G6717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33 G6719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34 G6723 北京西 邯郸东 北京西   

435 G6731 北京西 邯郸东 北京西   

436 G6733 北京西 邯郸东 北京西   

437 G6735 北京西 邯郸东 北京西   

438 G6737 北京西 邯郸东 北京西   

439 G6745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40 G7801 北京南 廊坊 北京南   

441 G7803 北京南 沧州西 北京南   

442 G7851 北京朝阳 承德南 北京朝阳   

443 G7853 北京 承德南 北京   

444 G7861 北京朝阳 密云 北京朝阳   

445 G7863 北京朝阳 密云 北京朝阳   

446 G7881 北京北 张家口 北京北   

447 G8811 北京北 太子城 北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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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以远站（含） 备注 

448 G8813 清河 太子城 清河   

449 G8815 清河 太子城 清河   

450 G8817 清河 太子城 清河   

451 G8819 清河 太子城 清河   

452 G8881 清河 延庆 清河   

453 G8883 北京北 延庆 北京北   

454 G8885 清河 延庆 清河   

455 G8887 清河 延庆 清河   

456 G8889 北京北 延庆 北京北   

457 G8901 北京南 唐山 北京南   

458 G8915 北京南 天津西 北京南   

459 G8917 北京南 唐山 北京南   

460 G8923 北京南 秦皇岛 北京南   

461 G8927 北京南 秦皇岛 北京南   

462 G8929 北京南 秦皇岛 北京南   

463 G8935 北京南 德州东 北京南   

464 G8953 北京西 石家庄 北京西   

465 K7707 北京 石家庄 北京   

466 K7711 北京 承德 北京   

467 K7729 北京 德州 北京   

468 T5687 北京 秦皇岛 北京   

469 Y505 北京西 衡水 北京西   

470 Y509 北京 秦皇岛 北京   

471 Y535 北京 张家口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