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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零时高速出京迎小高峰
依据往年数据分析 事故警情今天达到顶峰
国庆

交通

今年国庆假期为 10 月 1 日至 7 日共 7 天， 期间高速公路
小客车免费通行，机动车尾号也不限行。 北京交管部门昨天预
测，节日期间全市各条高速以及市区公园、远郊景点周边将出
现交通压力较大的情况，节前工作日和节后早高峰交通压力高
于平时，同时假期期间交通事故警情将处于高位。

国庆

旅游

本市重拳出击严打非法
“
一日游”
明天上午时段事故最集中

交管部门表示，依据往年数据分析，
事故警情于今天达到顶峰，国庆假期平
稳下降，在 10月 4日达到最低，随后开
始反弹，直至国庆假期后达到平稳。最近
三年，国庆假期期间本市日均事故警情
2296起，其中国庆假期前一天和假期后
一天事故警情较为突出。
同时，近三年国庆节假期后，剐蹭事
故发生数高于其他日期，与市民节日出
行规律相符。从时域看，今天 17时至 22
时事故高于其他日期；10月 1日 9时至
12时事故最为集中；10月 7日 18时至

北京晨报讯（京报集团记者 潘福达）

23时事故高于其他日期。
从区域看，国庆假期期间朝阳、昌平、丰
台事故相对突出；从路段看，昌平 G6京藏
高速辅路、通州六环路段、密云京承高速段、
朝阳五环路段事故相对集中；从违法行为
看，国庆假期期间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违法变更车道、未按规定让行事故突出。
交管部门特别提示，近三年国庆假期
期间，全市死亡事故日均死亡人数高于全
年日均死亡人数，交通安全形势严峻。酒
驾、超速、未按规定让行、逆行、超载引发
的事故突出。

明后天上午出京高速车多

交管部门预计，明天零时左右高速
公路将迎来首个出京小高峰，明天及 10
月 2日 6时至 12时各条高速公路出京
方向交通压力突出，明天 10时为国庆假
期交通压力最大的时点；10月 5日、6
日、7日的 16时至 19时，高速公路将出
现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
明天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哈高
速、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出京方向车
流集中，部分路段及收费站将出现拥堵
情况。
除高速外，从往年情况看，长假期
间，故宫、八达岭长城、天安门广场、颐和
园、动物园、圆明园等地标性景区都会吸
引大量客流，周边车流也随之增加，部分
道路交通压力较大。此外，密云古北水

镇、延庆百里画廊、房山十渡等远郊景点
也将成为旅游热点。
客运场站方面，预计 1日、2日、5
日、6日、7日，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西
站、北京南站周边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
交管部门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交管
部门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结合交通
特点灵活、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和管理措
施，确保市民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节
日期间交管部门将最大限度安排摩托车
和警用清障车辆参加路面巡逻，加强视
频巡控和跟进指挥，确保事故、故障车辆
的快速清理，并在高速收费等重要节点，
安排清障力量定点备勤，同时强化重点
车种及重点违法整治，有针对性地加强
事故风险防范。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非法“一日游”在京生存空间正进一步被
挤压。昨天上午，市政府再次召开严打非
法“一日游”专题会，对进一步严打非法
“一日游”的专项行动作出部署。聚焦黑
票提、黑导、黑社、黑车、黑店、黑网利益
链条相互交织的“六黑”乱象，本市自 7
月 28日启动了严打非法“一日游”专项
行动，并已收获阶段性成效，非法“一日
游”乱象基本得到遏制，“一日游”市场秩
序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记者获悉，今年
国庆长假期间，市旅游委、工商、城管、公
安等相关部门将加强执法检查，强化旅
游市场秩序整治。
非法“一日游”侵害游客权益，损害
首都形象。2016年和 2017年，市旅游委
受理“一日游”投诉 1612件和 897件，同
比分别减少 79%和 44%，但非法“一日
游”屡打不绝、时常反弹，形成了黑票提、
黑导、黑社、黑车、黑店、黑网等利益链条
相互交织的“六黑”乱象。自今年 7月启
动的专项行动，本市持续加大了对非法
“一日游”的固定式检查和机动式巡查，
针对非法“一日游”高发频发和影响大的
旅游线路点位，相关部门每日派出暗访
组上车随团暗访，发现违法违规证据后
依法从严查处。
严打“黑车”和“黑店”成为专项行
动中的两个重点。执法人员解释，没有
黑车，非法“一日游”就无法成行，黑车
既容易被发现、记住和查处，也是单项
价值较高的固定资产。相关部门运用
国庆

今日起天安门地区交通管控
区交通管理措施，9月 30日早 6时至 11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国庆长
假期间，交管部门将在天安门地区采取 时，快速公交 1线前门站封闭，临时采取
交通管理措施，今日 6时至 10月 7日 24 德茂庄至天坛区间措施。10月 1日零时
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人民大会堂南 至 11时 30分，10月 2日至 5日每日 4
侧路禁止车辆通行。交通管控期间，途经 时至 11时 30分，天安门东、天安门西、
上述路段的 2路、5路、82路、120路等 8 石碑胡同公交车站采取封站措施，1路、2
路、5路、82路、120路、观光 1线、观光 2
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绕行措施。
市公交集团介绍，今日 6时至 10月 线、旅游公交 1线、旅游公交 2线、夜 1
7日 24时，途经天安门广场东侧路的 2 路、夜 2路、夜 17路将在管控时段内采
路、5路、82路、120路、夜 2路、夜 17 取双向甩站措施。
路、观光 1线、观光 2线北行方向临时绕
此外，按照国庆假期期间香山地区交
行正义路，绕行期间临时甩天安门广场 通管理措施，10月 1日首车至 10月 7日
东站和天安门东站；途经天安门广场西 末车，途经植物园南门站的 331路、505
侧路的 2路、5路、82路、120路、夜 2 路、563路将采取双向甩站通过措施。
市公交集团提示市民提前安排好节
路、观光 1线、观光 2线南行方向临时绕
行大会堂西侧路，绕行期间临时甩天安 日出行计划，去往天安门景区游览的乘
门广场西站。
客可选择就近的公交站点上下车，了解
同时，根据国庆假期期间天安门地 更多线路动态可咨询 96166客服热线。
■相关新闻

节后车牌尾号限行轮换
需要提醒市民注意的是，国庆假期 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含临时号牌）尾
后的 10月 8日（周一）至 2019年 1月 号分别为：2和 7、3和 8、4和 9、5和
6日，本市将进行新一轮的机动车车牌 0、1和 6。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尾号限行措施。在此期间，星期一至星

■交通提醒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 17：59 明日升旗 06：10

明日降旗 17：58

冬奥

道路交通监控探头加大对重点“一日
游线”线路旅游大巴车的监管，用技
防、物防等科技智能手段发现查处“黑
车”。旅游购物“黑店”数量不多、坐地
经营，全市“黑店”约几十家，也成为严
打重点。
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全市受理“一日
游”投诉 39件，同比下降 63%；今年以
来，全市受理“一日游”投诉 270件，同比
下降 62%。
据各职能部门介绍，近两个月以来，
本市共查扣“黑车”248台，查处旅游客
运业务违章 158起，关闭购物“黑店”和
演艺场所 29家，查处“黑社”13家、“ 黑
导”27人，没收非法广告 2.6万张，拆除
非法“一日游”广告牌 31块、公交假站牌
3块，查处各类涉旅违法行为 1789起，
各职能部门立案 181起，从重罚款 448
万元，拘留涉旅违法人员 111人。
为强化对非法“一日游”的震慑和
打击力度，凡经查实违法违规的，各职
能部门一律依法给予从重从严叠加处
罚。据悉，本市今年 8月还召开了严打
非法“一日游”相关法律问题研讨会，研
讨了行政处罚与入刑定罪相结合的手
段措施。
疏堵结合也是本市整治“一日游”市
场的重要手段。非法“一日游”之所以屡
禁不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正规“一日
游”产品市场稀少。市旅游委认为，可鼓
励更多正规旅行社开展北京“一日游”，
目前具体方案还在研究中。

冬奥特许商品 6 日集中上市新品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北京冬
奥会特许商品启动“新品上市日”计划，每
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定为“新品上市日”，集
中上市一批新产品。10月 6日将迎来计
划启动后的第一次产品上市发布活动，恰
逢国庆黄金周，北京冬奥组委希望给消费
者购买节日商品提供新的选择。
为方便消费者及时了解冬奥特许商
品新品上市信息，方便消费者选购，北京
冬奥组委从今年 10月开始，将每个月的
第一个周六定为“新品上市日”，同时推
荐数款已上市的重点产品。10月 6日将
重点推出四类冬奥特许商品。
“白色火焰”黑白羽绒服
秋冬来临，北京冬奥组委在本次上
市新品中推出了多款应季保暖服饰，其
中重点推出两款黑白羽绒服，由北京冬
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安踏公司设计生产，
创意来源于中国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奥运
代表团着装“白色火焰”。同时推出羊绒
系列特许商品——
—羊绒针织衫、原色羊
绒针织帽衫以及帽子、手套和袜子等保
暖配饰。
徽章推出“系列组合”
徽章是消费者最欢迎的奥运会纪念
品，也是本次重点推荐的上市新品。本次
推出的徽章更注重系列化，包括冬奥会
举办国特色徽章系列组合、运动造型系
列徽章组合和冰壶运动组合徽章套装
等，既有以历届冬奥会举办国建筑等特

色为创作元素的系列徽章，也有包含所
有冬季运动项目的产品，以及单项运动
分解动作的组合。
“冰蓝记忆会徽纪念银章”

本次重点推荐的贵金属类特许商品
是“冰蓝记忆会徽纪念银章套装”，内含
三枚足银 999材质、精工打造的银章，由
工美行业有丰富经验的品牌企业生产。
银章上三瓣雪花采用仿珐琅工艺，内填
蓝色渐变透明釉料，晶莹灵动，具有观赏
性，限量发行 2022套。
丝绸和陶瓷诠释冬奥元素
将丝绸和陶瓷与冬奥会相结合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新亮点。本次推出
多款丝绸类制品，集中了苏州、杭州代表
性的丝绸工艺，将电脑印花技术与手工
卷边技术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上
乘工艺诠释冬奥元素。本次推出的陶瓷
制品既有基础款马克杯，也有大师设计
的高端瓷瓶。 供图 / 北京冬奥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