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读北京

2019年9月6日 星期五

京雄城际（北京段）昨起试运行
北京西站至大兴机场最快用时20余分钟 将随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
试验期间，动车组将按照运行图组织行车。同时，结
合运行试验对前期测试发现的缺陷进行调整及复测，
为完善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方案提供技术依据，确保
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9 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伴随着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的开通，大兴机场
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该车站线路全长 2011 米，地
下一层为站厅层，地下二层为站台层，设置 2 台 6 线
（正线 2 条，
到发线 4 条）。
进入大兴机场站后，旅客首先会经过综合服务中
心，可以在这里咨询车次等信息。服务中心的右侧设
置了若干台自动售票机，
旅客可以自行购买车票。
大兴机场站装修结合了机场元素，与机场整体风
格相融合，在色调、功能上突出以服务旅客为宗旨的
铁路特点。大兴机场站采用开放式服务中心，在站厅
西侧端墙设置了以
“凤栖梧桐”为主题的文化墙，与机
场
“凤凰展翅”的整体造型相协调，站厅地面的拼花也
延续了
“凤栖梧桐”
的设计概念。
车站主吊顶采用穿孔镜面不锈钢+整体式发光天
棚形式，据介绍，穿孔镜面板一方面可提升车站空间
感，另一方面可吸收噪声，营造良好的声学和光学环
境。整体发光天棚设有 4 档调节功能，根据运营需求
分时段进行光照调整，
可实现节能降耗。
站内各种标识与航站楼有机衔接，无障碍设施标
准也与航站楼保持一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
念，
方便引导旅客、服务旅客。
摄影/孙立君

铁路
本报讯（记者 王薇）昨天，京雄城际铁路（北京
段）结束为期 27 天的联调联试，正式转入运行试验阶
段。从昨天开始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也正式进入
开通倒计时阶段，届时旅客从北京西站到大兴机场站
最快用时为 20 余分钟。
昨天早晨 6 点 56 分，
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始发
站北京西站开出了首列去往大兴机场站的 55001 次
复兴号动车；9 点 10 分，第二趟 55003 次复兴号动车
组出发……全天多趟动车往返于北京西站、北京大兴
站、大兴机场站进行运行试验。
据了解，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正线北起李营
站，南至大兴机场站，线路全长 33.97 公里，含桥梁 3
座，隧道 2 座，设置北京大兴、大兴机场两座车站，设
计时速 250 公里。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京雄城际
铁路（北京段）目前已经采用检测车、测试动车组、综
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对沿线轨道、供电、接触
网、通信、信号等各项设备逐步进行测试，并组织进行
了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演练，检验各系统
在正常与非正常条件下运输组织的适应性，验证行车
组织方式能否满足运营要求；检验在设备故障、突发
事件和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急处理能力。
按照计划，此次运行试验将持续到 9 月底。运行

复兴号动车已开始往返北京西站和大兴机场

今年北京 26 条公交线路延时运营
回天、
望京夜班接驳专线开通以来运客超 3000 人
点 10 分至 23 点 45 分之间不等，
计划单程行驶时间在
20 分钟至 30 分钟之间，
途经名佳花园、宏福苑小区等
多个居住区，惠及燕丹、宏福苑、北亚花园地区周边多
个社区的百姓夜间出行。
线路开通一个多月以来，公交客一积极采用多种
方式在夜间接驳专线首站对线路进行宣传，并组织多
样化的志愿服务，为
“夜归人”提供夜间出行保障。截
至 9 月 1 日，夜间接驳专线已经驶过 43 个夜晚，共发
车 986 车次，运送 3610 人次，为回龙观、天通苑和望
京三个地区的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方案，方便晚
归市民出行。

公交
“夜京城，交通先行”，据北京公交集团 9 月 5 日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京总共 26 条公交线路延
时运营。服务于天通苑、回龙观、望京等地区的夜班
接驳专线火爆，开通一个多月时间，运客超过 3000
人次。部分服务京冀的跨省公交线路也延长了运营
时间。

26 条公交线路延长运营
随着近几年来北京地铁线网越织越密，北京公交
也在逐渐调整运营思路，向着接驳地铁、减少重复线
路带来的拥堵和服务最后一公里等方向发展。今年
以来，随着北京夜京城地标的确定，北京公交线路开
始向延时运营方向发展，不少常规公交加班运营到凌
晨后，
与夜班公交实现无缝对接。
据北京公交集团 9 月 5 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累计优化线路 116 条，其中新开线
路 36 条，调整线路 49 条，撤销线路 5 条，调整营业时
间 26 条。通过线网优化减少重复线路长度 140.7 公
里，
减少重复设站 302 个，
解决 105.4 公里公交盲区覆
盖，
方便 303 个小区居民出行。
北京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目前来看，公
交延长运营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将原来只在早晚高
峰运营的专线车改成全天运营的车辆；二是将常规车
辆的末班车延长运营时间。从线路的方向看，主要方
便大型居住区和交通场站的接驳。

昨晚，
乘客在通州果园等候延长运营的 938 快公交车

天通苑地区夜间接驳专线火爆
北京天通苑地区聚集大量的居住小区，一些晚归
的上班族乘坐地铁到达后，常规公交已经停止运营，
市民夜间最后一两公里出行成为难题。
7 月 19 日起，北京公交集团客一分公司正式开
通夜班接驳专线，在地铁站周边常规公交结束运营
后，分别从地铁天通苑北站、望京等客流大的地区
出发，开往宏福苑、燕丹、中粮祥云小镇北等地区，
进一步方便望京、天通苑地区乘客晚间出行，提供
的多样化公交服务实现了夜间公共交通基础服务
保障的职能。
据悉，大多数夜间接驳专线发车时间分别从 23

京冀跨省公交线日均多运千人
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 938 快（香河总站—北
京站东）自 2019 年 8 月 16 日起进行调整，
调整首末班
时间，
增设站位，
方便京冀居民跨省通行。
香河站开往北京站首班车时间由 5：00 调整为
4：40，末班车从 18：20 调整至 19：00；北京站开往
香河方向，首班车 6：30 没有变化，末班车从 20：00
调整为 21：00。调整之后，平日增加 20 车次，同时
双向增设松榆东里南门站、潘家园桥北站，方便乘
客换乘地铁。
车队运营副队长张万继介绍，938 快主要服务北
京东部通勤族往返香河，以往车辆在晚上 8 点结束运
营，不少加班的乘客赶不上，增站加延时两项措施服
务了晚归乘客，
938 快日均多运了 1000 多人。
文/本报记者 刘珜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北京头条 App 连续签到 15 天免费看中网
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9 月 5 日至 9 月 25 日，只
要在北京头条 App 上连续签到满 15 天，就能获得 9
月 28 日晚间举行的中网开幕式门票，并可观赏当日
的后续比赛。
据介绍，本次签到赢球票活动，只要完成签到任
务即可获奖，获奖用户每人将获得中网门票一张。取
票时间为 9 月 28 日 15：00-19：00，取票地点为国家
网球中心售票处——
“北青读者换票处”窗口（朝阳区

林萃路 2 号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门附近），取票时需
要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签到成功短信息。关于本次
签到赢球票活动，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01065902200 咨询。
中国网球公开赛创办于 2004 年，是亚洲地区设
置最全、
参赛球员最多、
总奖金最高的国际综合性网球
赛事。9 月 28 日，
第 16 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将在北京国
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开幕式，随后将进行两场精
彩的球赛。这届中网群星荟萃，
女选手包括小威、
大坂
直美、
科贝尔、
阿扎伦卡、
穆古鲁扎、
科维托娃、
哈勒普、

沃兹尼亚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金花”张帅、郑赛赛
和王蔷都已直接入围正
赛。男选手中，男子网坛
四巨头之一、大满贯得主
穆雷今年将重返中网赛
场，此外还包括现世界排
名第六的希腊新星西西帕
斯、排名第八的俄罗斯名
将卡恰诺夫，以及加拿大
超级新星阿利亚西姆等。
扫码下载北京头条 App

中秋未到 星巴克月饼价格
“腰斩”
中秋
中秋节渐近，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今年
月饼价格大战尤为激烈，
四五百元的月饼礼盒在二手平
台上转脸就能以低于五折的价格买到。
在年轻消费群体里颇有知名度的月饼品牌星巴
克，
每年都受到星粉追捧。今年星巴克最贵的星奕月饼
仍然是 598 元/10 枚，其他两款礼盒售价为 348 元/6
枚、
458元/8枚，
都比去年分别贵了10元。另外，
Costa
咖啡 6 枚装月饼礼盒 298 元、
太平洋咖啡的 6 枚月饼礼
盒售价 208 元、喜茶月饼 298 元、奈雪的茶一款月饼礼
盒售价288元。
据北京焙烤行业协会统计数据分析，今年京城月
饼市场整体价格区间基本不变，仍保持橄榄形价格格
局；
大部分月饼礼盒的价格将集中在 80-200 元之间，
占到月饼生产总量的2/3。纵向一比，
可见星巴克的月
饼售价最贵，
单枚星巴克月饼平均下来在58元左右。
面对这样高的价位，市场销售情况又怎样呢？
北青报记者近日走访多家星巴克门店，虽然各家店
并不会透露具体销售数据，但当记者询问月饼是否
可以打折时，东城区一家星巴克门店店员立即引荐
了店长进行接洽，
“您到底要多少盒？超过 20 盒的话
可以打七折。”
除了门店价格
“暗降”
之外，
在闲鱼、
转转等二手平

台上，
北青报记者发现星巴克月饼价位也折扣过半，
有
人在平台发布信息，
称星巴克月饼礼盒可以大量订购、
包邮，
三款礼盒价格分别是170元、
280元、
350元，
相当
于原价的六折、
甚至五折。
在闲鱼平台上，
北青报记者通过与多位卖家沟通，
很多卖家自称自己就是星巴克
“伙伴”
，
这个称呼也是星
巴克对内部员工惯用的称谓。一位广州的卖家称，
虽然
已经卖出了好多盒星巴克月饼，
但自己并不是黄牛，
“黄
牛的券都是皱巴巴的，
也不会顺丰包邮。如果你买月饼
礼盒，
可以实物寄到北京。
”
他透露，
星巴克伙伴内购价格是七折，
但配合星礼
卡以及银行卡的优惠，
所以才可以折算下来以六折或五
折的价格转卖。
“配合星礼卡还有大单折扣，
可以做到比
员工内购七折还要低的价格，
比如一万盒月饼的采购价
格是五折，
我们在预售期囤货，
通过闲鱼这样的平台转
卖，
每盒虽然利润不大，
但几十块钱还是可以挣到的。
”
一位发布星巴克月饼礼盒折扣信息的北京闲鱼卖
家称与星巴克门店是
“合作”
关系，
但对具体展开哪些合
作他避而不谈，
其表示除了可以七折购买店内商品，
门
店还会给他们咖啡券等福利。
北青报记者在闲鱼上注意到，一个标称“星爸爸
福利”的卖家自 8 月 12 日起发布“星巴克月饼礼盒特
价包邮”的信息后成交十多笔订单，交易金额已经突
破万元。
文/本报记者 李佳

专家说法

价格混乱势必造成品牌美誉度降低
更令人咋舌的是，二手物品平台上还能买到散装
的星巴克月饼。一位自称是星巴克伙伴的卖家在闲鱼
上写道：
“散装星巴克月饼 6 枚无盒 100 元。为什么？
你随便去星巴克店里问问，
日子好过吗？
”
除此之外，
多
地都有人在网上销售散装的星巴克月饼，并以“试吃
装”
的名义售价在每块14.5元至23元不等，
从数据上看
确实会有少量成交。
对于销售渠道的混乱情况，星巴克北京地区公
关负责人回复北青报记者表示，星巴克没有五折月
饼券，希望顾客可以从正规渠道购买。针对二手平
台市场上出现的价格乱象，该负责人并未作出其他
回应。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
哈根达斯、
星巴
克这些品牌月饼出现黄牛五折或六折销售的情况，其
实对品牌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以星巴克月饼为例，星
巴克铁粉会用正价去购买，但是普通消费者可以在平
台商用五折的价格买到。由此可以看到该品牌整个内
部管控出现了问题，
星巴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势必
会造成品牌美誉度的降低。
文/本报记者 李佳

学校使用教育类 App
应在年内上报备案
本报讯（记者 雷嘉）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公安
部、全国“扫黄打非”办等八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
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国家层面发布的首个全
面规范教育 App 的政策文件，覆盖各学段教育和各
类教育 App。
《意见》要求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当
向机构住所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教育业务备
案，
现有 App 的备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
《意见》要求，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应当在取得
ICP 备案（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申请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的证明、等
级测评报告后，
向机构住所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
行教育业务备案，
登记单位基本信息和所开发的教育
移动应用信息。已备案的教育移动应用提供者上线
新应用前，
应当在备案单位更新相关信息。教育移动
应用提供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
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未
成年人信息应当取得监护人同意、授权。备案管理办
法的初稿已完成，计划在 9 月底前印发，现有 App 的
备案工作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
按照《意见》，
学校确定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
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未经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集体决策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
不得要求学生使
用。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
用，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
广告和游戏。推荐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与教学
管理行为绑定，
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
为切实治理教育 App 泛滥的问题，教育部将于
近期启动专项行动，
包括学校行政部门或教师开发教
育 App 并要求学生使用的，需经学校批准立项，不得
擅 自 开 发 ；严 控 本 单 位 教 育 App 的 数 量 ；第 三 方
App 采集个人信息应与学校签订数据安全协议，不
得向用户重复采集个人信息，
严格限制采集个人生物
识别信息。

北京自动驾驶测试
道路必须在五环外
本报讯（记者 刘珜）昨日，据北京市交通委消
息，
北京已印发新规明确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的相
关规定。新规明确自动驾驶测试道路须在五环外，
车
辆不得在早晚高峰进行测试。
2018 年 3 月，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
作小组向百度发放了北京自动驾驶首批牌照，
随后几
家公司也获得自动驾驶牌照。一年以来，
北京陆续出
台相关政策规范自动驾驶。
9 月 4 日，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
交通管理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北京市自
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要求（试行）
》的通知。
根据通知，测试道路需选择在北京市内五环（不
含）外的区域道路，
且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要求。
2018 年 3 月，
北京组织建设了本市首个占地 200
余亩的海淀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同时，
按照相关
标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区和海淀区确定
了 33 条共计 105 公里的首批开放测试道路。这些道
路大多处于位置较偏的地方，
本次新规也明确了自动
驾驶道路必须设置在五环外。
新规明确，自动驾驶车辆在测试道路上测试，
应在白天且无雨、雪、雾等情况下，在非早、晚高峰
时段。
需要注意的是，选取测试道路过程中涉及医院、
消防队、地铁、学校的，应针对具体点位开展交通安
全风险评估，并采取降低交通安全风险措施，交通勤
务较多的路段不宜设置为自动驾驶测试道路。
除特殊情况外，无交通标志、标线的道路不得
作为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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