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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
者从北京铁路局获悉，2月10日
迎来第一个返程客流高峰，其中
到达北京地区约近60万人。北京
铁路局加开旅客列车61列，其中
中长途旅客列车41列，京津冀区
域短途旅客列车20列。

为了应对出行和返程客流
高峰的双叠加，北京铁路局在全
局应急安排94名机关干部深入
管内各大站，还积极加强与地方
政府、公交、地铁部门的联系，实
现车站到站信息共享与沟通。

其中， 北京站与地方政府、
运输企业合作成立运输服务保
障联合工作协调组，组织辖区内
出租企业在夜间22:30至次日凌
晨1:00客流高峰时段，以每30分
钟为间隔调派200辆出租车循环
运营的方式参与乘客疏运。组织
辖区内8支车队 、150辆出租汽
车，组成应急保障车队，将其作
为恶劣天气和突发情况的备班
运力；北京西站在23:20至4:50开
行夜5路、 夜8路等7条夜班公交
线路， 自2月9日至2月14日夜间

加开9路、387路等9条白班公交
线路， 自2月8日至2月14日每晚
23:00至次日凌晨2:00，加开北京
站、西三环、三元桥3条春运专线
车。 同时， 开行长椿街、（公主
坟—航天桥 ）、 （六里桥—公主
坟—航天桥）3个方向免费摆渡
车； 北京南站在夜间加开3趟夜
班公交车，并利用东停车场D区
和西停车场G区作为停车专区，
22点30分至次日凌晨2点实行免
费停车政策，还通过北京南站微
信公众号与首汽专车APP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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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昨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春
节假期，本市地面公交日均出车
1.29万部 ， 共计发车92.33万车
次，累计运送乘客2825万人次。

春节期间 ，途经地坛 、龙潭
湖、琉璃厂、八大处、大观园等公
园庙会周边的100余条主要线路
采取了增发机动车、 区间车、大

站快车等多项措施。同时，公交
集团开通“合乘”定制公交、龙潭
湖庙会专线、南站高铁专线等多
样化公交线路，并重点增配旅游
公交线路的运力。3条观光线路
共出车238部，发车1093次，运送
乘客2.59万人次 ；3条旅游公交
线路共出车368部， 发车731次，
运送乘客3.25万人次。

今天是假期后首个工作日，
公交集团将在安立路、 京顺路、
姚家园路、京藏高速、京通快速
路、京开高速、京港澳高速、阜石
路等进城联络线，以及途经回龙
观、天通苑、望京等大社区周边
公交线路，增加200部机动车，从
早6时30分开始提前加入早高峰
运营，加密发车间隔。

盘点春节假期

春节本市重点商家卖了48.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5.1%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春
节期间， 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
测的12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
现销售额48.8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5.1%。

市商务局主办的“2019京味
大年乐购月 ” “2019跨年促销
节 ”活动横跨春节假日 ；东城 、
丰台、 延庆区等商务部门及商
业服务业企业节日期间举办
“金街过大年”“金猪迎春 聚惠
纳福”“美味新年”等主题活动，

给京城带来了更多年味。
节日期间， 恰逢本市新一

轮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实施 ，
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电视
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
器、 电饭锅等15类产品给予最
高800元的补贴。21家企业假日
7天共销售节能减排商品7186
台，同比增长6.5%，实现销售额
2440万元，同比增长7.3%。

新春佳节， 京城各大商业
街区年货充盈、人气旺盛、节庆

气氛浓郁。 位于前门大栅栏步
行街的北京坊举办第三届新春
文化坊会， 让消费者体验过年
新方式、收获节日新乐趣。节日
期间， 前门大街日均客流量达
到13.7万人。

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纷纷
推出以强化配送服务为重点的
新春便民举措， 众多快递小哥
放弃休假和返乡过年， 为消费
者送货上门。京东春节无休、速
度不减；天猫超市联合淘鲜达、

大润发等600家超市举办“超市
大联欢 ”活动 ，新上线的 “一键
备齐年货”服务，可一键呼叫送
年货上门； 顺丰速运日均投入
收派员3000多人次， 日均收派
件量超过12万件。

京城众多老字号餐饮企业
年中饭、年夜饭座无虚席，很多
老字号翻台达到3次 。 节日期
间 ，眉州东坡酒楼 、马凯餐厅 、
华天饮食集团、 紫光园等餐饮
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

北京铁路局

地面公交

新华社电 有着30多年历
史的北京地坛、龙潭春节文化
庙会，从正月初一开始，历经
五天， 于正月初五下午圆满
落幕。 其间共接待中外游客
141.2万人次， 其中地坛庙会
接待游客80.2万人次，龙潭庙
会接待游客61万人次。

记者在两个庙会现场看
到，今年的庙会更加注重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引入
年娃文创、春妮文创、故宫文
创等文创年货市集。 庙会上，
火红的灯笼、 五彩的风车、精
美的图文， 伴随着激昂的鼓
乐、欢快的舞蹈、奔放的呐喊，
游客们纷纷拿起手机、相机记
录下一幅幅喜庆的画面。地坛
公园工作人员介绍，地坛庙会
设置了80个文创展位，内容涉
及原创设计、非遗创新、文创
生活等品类，产品万余种。

五天接待游客
超140万人次

地坛、龙潭庙会

本报讯（记者 边磊）2019
年春节假期，全市公园风景区
共接待游客872万人次， 比去
年同期减少15.7％。 为丰富市
民生活，小长假期间，全市31
家公园风景区共推出庙会休
闲娱乐、传统文化展演、游园
赏景赏花、 冰雪项目体验等4
大类49项精品文化活动，供广
大市民选择游览。

东城区的地坛公园、龙潭
湖公园， 西城区的北京大观
园， 石景山区的石景山游乐
园、八大处公园，通州区的运
河公园，平谷区的文化公园等
组织开展了新春祈福、巡游表
演、美食名吃、民俗风情等不
同风格的春节庙会活动；西城
区万寿公园，海淀区圆明园遗
址公园、 凤凰岭风景名胜区，
丰台区世界公园，房山区云居
寺风景名胜区等组织开展了
科技大集、传统游艺体验等多
种传统文化展演活动；市属颐
和园、中山公园、北京植物园
等开展了梅花、兰花等多个品
种的花卉展览；朝阳区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 朝阳公园， 通
州区运河公园等组织了形式
多样的冬季冰雪活动。

49项文化活动
迎客872万人次

公园风景区

三大火车站多措并举应对返程高峰

春节假期共运送乘客2825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春
节假期， 本市交通运行总体平
稳。其中，高速公路交通量处全
年低位， 日均交通量165.75万，
同比增幅放缓。

城市交通运行呈现典型节
日特征，运行情况达到全年最好
水平。路网高峰平均交通指数日
均1.6，较去年同期下降11.82%，

总体处于畅通级别。交通指数峰
值2.1， 较去年同期下降8.70%。
各日运行情况均衡，总体均处畅
通级别，日高峰平均交通指数除
夕最低，为1.4，初一至初三均为
1.7，初四至初五均为1.6。仅初一
和初二短时达基本畅通状态，其
他时段持续处于畅通状态。

高速公路交通运行总体基
本平稳，免通诱增效应相对于春

节固有出行特征发挥作用不明
显， 交通量总体处全年低谷水
平、同比增幅放缓，运行情况达
全年最好水平。春节假期日均交
通量165.75万，同比增长2.33%，
其中进城方向82.38万辆， 出城
方向83.37万辆。 各日交通量均
高于去年同期，达历年春节假期
各日最高值。 从进出城走势看，
仍呈现“前出后进”特点。

高速公路

日均交通量165.75万 处全年低位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春节
期间，京港地铁所辖各线总客运
量为584万人次。 记者昨天了解
到， 其中4号线及大兴线客运量
共计417万人次 ，14号线客运量
共计151万人次 ，16号线北段客
运量共计16万人次。

春节期间，京港地铁共开行

列车9640列次， 其中4号线及大
兴线采用除夕及双休时刻表组
织行车，7天共计开行列车3634
列次；14号线采用双休时刻表组
织行车，7天共计开行列车4214
列次；16号线北段采用平日时刻
表组织行车，7天共计开行列车
1792列次，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

流平稳有序。
春节假期京港地铁北京南

站客流量较大， 7天共计客流达
121万人次， 与2018年春节相比
增长12%。 为确保返京乘客顺
利搭乘地铁， 北京南站密切关
注客流， 提前准备好单程票与
一卡通， 并增开售票窗口。

京港地铁

北京南站春节客流量同比增长12%

普仁医院医生
讲述援疆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北京普仁医院党委举办援疆干部
事迹报告会。2018年，普仁医院内
科王清华和检验科董旭两名医生
到新疆和田地区传染病医院完成
了医疗对口支援工作。 面对艰苦
的工作环境， 他们发挥革命的乐
观主义精神，将专业知识、先进的
技术和乐观的精神带给当地的医
院及患者。

王清华说：“我在一年的援疆
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向
当地医生进行呼吸系统常见多发
疾病诊疗技能及合并症处理的培
训， 每天参加疑难病例的查房指
导，协助科主任进行病历的质控，
制定科室危重症处理流程及管理
制度， 在全院和科内进行了病历
书写规范的授课培训， 对下级医
生认真传帮带， 提高了他们的临
床基本功和专业技能。”

董旭则发挥个人专业特长 ，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与科室工
作人员针对科室的质控工作、仪
器使用、 仪器保养等工作进行沟
通，找到问题所在共同改进；在受
援期间采取“我问她答、一带一”
的模式带徒三人； 协助科室完成
两次全疆生化室间质评工作，使
受援科室质量控制达到了北京二
甲医院的水平。 图为援疆医生与
老同事合影留念。 于佳 摄

控烟志愿者核实
1803件违法吸烟投诉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第十次发布
控烟信息通报，2018年12月1日至
2019年1月31日，“无烟北京”微信
公众平台接到市民对违反 《北京
市控制吸烟条例》 在公共场所违
法吸烟的投诉举报3465件， 相比
2018年10月至11月减少539件。

截至2019年1月31日控烟志
愿者已经对1803件违法吸烟投诉
进行调查核实， 处理率为52.0%。
被投诉场所前五位： 写字楼1154
件占33.3%； 餐厅937件占27.0%；
办公场所539件占15.5%；商场141
件占4.0%； 其他226件占6.5%。进
入冬季以来， 曾因控烟管理不善
并屡次问鼎曝光台的九家大型写
字楼（办公楼）切实加强公共场所
控烟管理，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严
格控制违法吸烟行为取得显著效
果。 两个月以来室内违法吸烟投
诉举报为“零”，已经全部退出曝
光台。 目前仅有皇城国际仍然在
曝光台连续第三次曝光。

同时， 投诉违法行为主要是
场所 内 有 人 吸 烟 2313 件 占
66 .7%； 场所无明显的禁烟标识
700件占20.2%； 场所内吸烟者无
人劝阻277件占7.9%；场所提供有
烟具179件占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