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

2018 年1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赵昀 美编/董伟 校对/佟智新

北京

关注 A03

西站春运试行 15分钟免费落客
增设 ETC 及移动支付缴费

开辟 5 个快速取票窗口

昨日，西站地区管委会召开 2018 年春运新闻发布会，北京晨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将推
出导航服务，旅客只需下载“北京通”手机 APP，就可以导航抵达指定区域，定位误差 3 米以内。 另外，春运期间，北京
西站将试运行 P3 停车场 15 分钟免费落客，缓解西站周边路面交通压力。

关键词·客流预测

关键词·落客停车

高峰期日均旅客发送量将超 22 万人次

P3 试行免费停车 15 分钟

2月 1日将迎来今年春运，至
3月 12日结束，共计 40天。昨
日，据北京西站介绍，春运期间，
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 607万人
次，日均 15.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加 7万人次，增长 1.2%。
今年春运客流与去年相比，
呈现出节前增长平缓、节后增长
明显的特点。节前 15天，车站预
计发送旅客 300万人次，较去年

同 期 减 少 27.3万 人 次 ， 降 低
8.3%；节后 25天，车站预计发送
旅客 30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加 33.2万人次，增长 12.1%。
客流高峰期为 2月 9日至
2月 14日，日均旅客发送量超
过 22万人次，峰值客流预计出
现在 2月 13、14日，单日旅客
发送量可达到 24.8万人次，与
去年基本持平。

关键词·运力保障
图定列车基础上 增开 34 对旅客列车

为保证旅客出行，春运期间，
北京西站将在图定列车基础上，
增开旅客列车 34对，其中高铁
13对，普速 21对，重点加车方向
为汉口（武汉、武昌）6对，西安北

4对，郑州（东）4对，成都 2对，重
庆 2对，兰州（西）2对，洛阳（龙
门）2对，安康、安庆、南昌、阜阳、
东莞东、银川、宝鸡南、襄阳、信阳
东、邯郸、磁县、清河城各 1对。

关键词·购取票
南北厅开辟 5 个快速取票窗口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春运
前，北京西站在站外新增自助
设备 12台、市郊铁路城市副中
心线增设自助设备 7台，北京
西站自助售票（取票）设备达到
134台。同时，在 8台自助售票
设备 （南北售票厅内及二楼自
助取票厅内） 上加装专用证件
识读模块，实现对护照、港澳居

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的自动识读，
方便持有上述证件的网购旅客
快速取票。
此外，为方便旅客换票，西站
在南北厅开辟了 5个快速取票窗
口，专门办理距开车 30分钟内的
互联网取票业务，并根据客流情
况调整开口数量。

关键词·进出站
北京西站党委书记宋建国表
示，继 2017年底北京西站新开通
“东南进站口”后，今年春运前，北
京西站又在北广场二层西侧增开
一处进站通道，进站口总数达到 6
处。另外，今年春运期间，西站设
置了“急客进站通道”，主要是方
便距开车 30分钟内的旅客快速
进站。

自助验证验票设备也进一步
增加。春运前，北京西站将在原有 6
台自助验证验票设备的基础上再
增加 7台，新增自助验证验票设备
主要设置在新开通的进站口内。
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南、北售
票厅内便捷进站通道将全部开
启，实现旅客购票、进站单次安
检，减少旅客走行距离。

关键词·候车
遇旅客滞留将启用“旅客安置区”

今年春运，北京西站将去年
建设临时候车区的北广场负一层
设置“临时候车区”改为“旅客安
置区”，以备天气等因素或将导致
列车晚点、旅客滞留等情况。安置
区内设候车座椅、热水等，满足旅
客应急候车需求。
同时，宋建国介绍，为缓解站
内候车压力，今年春运期间，北京
西站优化北二楼进站流线，车站将
原有的团体售票处与现有软席候

南北广场增设地面落客区

另外，今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南、北广
场地面临时落客区增至 3处。其中，北广场临
时落客区设在莲花池东路北侧、中裕世纪大
厦和瑞海大厦之间，旅客就近下车后，通过下
沉广场四部扶梯，穿过莲花池东路即可进入
到西站北广场进站口附近。
西站南广场则设有两处临时落客区，其
中一处位于南广场环岛东侧，车辆从南往北
走到南广场环岛东侧后，即可转入到匝道进
行落客。旅客可从南广场东南角进入到南广
场步行广场；西站南广场另一处临时落客区
设在南广场东侧，广莲路西段也设立临时落
客区。旅客下车后即可从南广侧东侧进入南
广场步行广场进站乘车。

关键词·导航

车室打通，候车面积增加 460平方
米。改造后原二楼东侧商业区域内
将设置 288平方米的旅客休息区，
进一步扩大站内候车能力。
宋建国表示，针对进站后旅
客问询较为集中的候车地点问
题，车站在现有电子显示屏的基
础上，将在春运前新增 19台“问
路查询终端”，旅客通过扫描车票
二维码即可获得候车地点、检票
状态等乘车相关信息。

赶火车最怕在火车站“迷路”，昨日，西站
地区管委会负责人透露，今年春运前，北京西
站地区将推出旅客出行智能定位导航服务系
统。旅客下载“北京通”手机 APP即可享受导
航服务。该负责人称，导航全程语音播报，平
均单点定位误差 3米以内，平均定位响应时
长约 1.5秒 / 次，可室内和室外自动切换，不
仅方便普通旅客，更将方便盲人旅客乘降。

关键词·志愿服务
“爱心扶助员”将统一着装

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四个出站口及南北
广场设置了 6处“爱心驿站”，将针对“老、
弱、病、残、孕、幼”等重点旅客进行扶助。需要
提醒旅客的是，6处爱心驿站驻守的 33名
“爱心扶助员”将统一穿着印有“志愿协会”
LOGO和“西站地区爱心扶助”字样的服装；
6处问询处新引进的 15名高校实习生将穿
上整齐划一的蓝色制服，方便旅客识别。
据悉，在 6处爱心驿站、6处公共问询岗
亭共 12处常态服务岗基础上，春运期间增加
通道、公共服务区、火车进站口、地面停车场
库等处的社会志愿者引导，增加南区、北下
沉、北广场、负一负二层流动服务岗位，共计
30个，较 2017年增加岗位 8处。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今夜至明白天
污染持续较重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 亮）
“霾伏”
来了。昨天下班的时候，市民朋友能用肉
眼观察到，天空逐渐变得昏黄。前两天京
城碧空如洗，蓝天明澈得仿佛分分钟就
能扎进去游个泳。今天起，这样的好时光，
暂别了。
今天您一睁眼，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已经启动，这次预警时段为 1月 13日 0
时至 15日 24时，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正好是周末双休日，尽量减少外出。空气
重污染预警一般都走在污染之前，我们可
以看到，空气质量会慢慢地一点点变差。
昨天下班时，PM2.5开始秀存在感，尤
其是南部和城区，空气污染上升很快。19
时，城六区 PM2.5浓度已攀至 124微
克 / 立方米；西北部和东北部还都在
100微克 / 立方米以下；东南部 127微
克 / 立方米，西南部已跃至 164微克 / 立
方米。昨天夜里，污染继续上升，空气质量
达轻度 -中度污染；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将
达中度污染；入夜有轻度到中度霾。环保部
门预计，此次的中度 -重度污染过程，主要
时段是今天到下周一，尤其是今天夜间至明
天白天污染持续较重。预计下周三白天，霾
将散去，空气好转。
昨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仅有
-11.2℃，再创入冬以来新低值；白天最
高气温攀至 3.6℃。未来一周时间，京城
没有冷空气没有凛冽北风，白天最高气
温 维 持 在 2到 6℃，夜 间 最 低 气温在
-4℃到 -7℃。其实目送蓝天隐去之后，我
们想说，冷就冷吧！只要有蓝天。

昨日，西站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西站地区对停车场收费系统进行智能升
级改造，加装 ETC快速通行系统，开通微信、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功能。同时。在 P3停车场
试行 15分钟内免费停车，并同步调整 P2、P3
停车场内部流线和出入口，启用 P3停车场
上行电梯和楼梯，提高停车场运行效率，缓解
局部交通压力。
“送客车辆可以将旅客送达 P3停车场，
旅客下车后可以通过楼梯、电梯快速进站。避
免车辆在路面排队落客，缓解地面交通压力。
只要不超过 15分钟，车辆驶离停车场时就不
用缴费。”该负责人表示，这项举措目前仅限
春运期间。此外，西站停车场安装了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 45个。

“北京通”定位误差 3 米内

北广场二层西侧增开进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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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食品价格
2003 年来首次下降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受猪肉和
菜价下降影响，2017年北京的食品价格下
降了 0.6%，为 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去
年 12月以及全年北京 CPI数据。去年 12
月，北京 CPI环比上涨 0.5%；同比上涨
2.2%，涨幅较上月提升 0.2个百分点。2017
年全年，北京 CPI上涨 1.9%，涨幅比 2016
年提升 0.5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去年 12月 CPI上涨的主推
手是食品——
—食品价格上涨 2.4%。其中，鲜
菜、鲜瓜果、鸡蛋和畜肉价格上涨比较“瞩
目”，分别上涨 7.9%、7.2%、5.4%和 1.3%。从
非食品价格看，环比上涨 0.1%。其中，受国际
原油价格上涨影响，12月汽柴油价格环比分
别上涨 2%和 2.2%；元旦前后，旅游出行需求
上升，12月旅行社收费价格环比上涨 2.9%。
从同比看，去年 12月食品价格下降
0.4%，其中，猪肉、鲜菜价格分别下降 4.7%
和 13.9%，鲜瓜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4%
和 16.1%。非食品价格上涨 2.7%，其中，医疗
保健价格上涨 7.1%，居住价格上涨 4.4%，教
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2.2%，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上涨 1.1%，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1%。
2017年全年北京 CPI上涨 1.9%，涨幅
比上年提升了 0.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
格下降 0.6%，为 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
降。“主要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下降较多的影
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
分析，2017年，北京的猪肉和鲜菜价格分
别下降了 6.2%和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