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例
6月19日0时至17时，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例

（感染者2339），在昌平区，为轻

型，社会面筛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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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站，4年再出发

北京本轮聚集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与以往相比，“6·18”的“明争”

少了。那些过往呼风唤雨的大主

播，那些流量战、舆论战，那些不计

后果的营销战，都没有成为今年

“6·18”的主角。

在网友看来，这是一次“极简”

的“6·18”。主角低调，京东仅仅召

开了线上发布会，淘宝天猫只是办

了个商家会。配角则更加安静，他

们不再高调入局，几乎销声匿迹。

大环境经济下行、疫情反复、

国际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下，无论是

平台还是商家和消费者，都不如以

往热情高涨，“6·18”在平静中度过

了第十五年。

没有了台前的喧嚣，“6·18”开

始在幕后重新梳理自己。比如，去

大主播后还有哪些选项，商家以退

为进的新打法，随时被疫情波及供

应链及物流如何保障。

淘宝主播流量的逐步去中心

化，并不意味着其他直播间能一下

子接住从天而降的流量。但至少他

们有更多机会脱颖而出，让我们看

到更多董老师的存在。

虽然头部主播仍然是流量最

大的渠道，也是帮商家打开知名度

和市场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平台对

店播扶持力度加大，商家渐渐学会

不能把鸡蛋全部押在一个渠道上。

针对购物节的打法，更不必是

场场不落、规模取胜。相比“赔本赚

吆喝”，大家更在意保利润，缩小招

商规模、降低单场销售目标成为新

共识。

没有大主播的考验，不仅在于

短期内购物节的打法要变，还在于

对淘内营销路线做全新的规划，无

论是以退为进还是另起炉灶，都需

要进一步考量。

逆境之战并不好打。抛开表

层，平台的“6·18”较量有了更多内

核。主流电商不约而同地关注疫情

后的中小商家，最大限度为它们减

压释负。

同时科技赋能、消费服务体

验、内容化做加法，则针锋相对、激

战正酣。淘宝被传正在打造虚拟购

物场景，京东则加重对供应链的布

局，探索智能仓储解决方案。

购物节，从来都是消费者的主

场。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概念，以

及不断见底的顶级主播议价空间，

很多消费者“累觉不爱”。

趁大主播真空的时段，消费者

对购物节的冷静反思，表现在“该

省省该花花”。这种消费意愿的重

塑，也是一场新的消费教育。

从现在的“6·18”到下一个“双

11”，消费数字会一直涨，它们创造了

零售史单日成交额的纪录，更让平台

主导一切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但人造购物节“6·18”会有失灵

的一天。置身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

在经历不破不立，无论是自救还是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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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化身为亚洲最大铁路枢纽的百年老站北京丰台站将正式“开

张”。同一天，全国铁路也将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前由北京西站到太原

南站的高铁将全部改为丰台站始发。目前，北京丰台站周边的轨道交通、地面

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接驳已准备就绪。随着北京丰台站的

开通运营，北京将正式迎来“七站两场”的新时代，完善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也

将进一步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10对列车从西站调至丰台站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1895年，也是当时北京

城内的第一座火车站，曾服务老京张铁路、京广

铁路、京沪铁路等多条线路，开办客货运输、列

车编组技术作业等业务。随着首都城市建设和

铁路的快速发展，车站承担的相关业务相继移

交北京西站、丰台西站等站办理，至2010年运

输业务全部停办，2018年9月实施改扩建工程。

如今，改建后的北京丰台站站房建筑面

积约40万平方米，每小时最高可容纳14000

人同时候车，设有32条到达出发线，32个客运

站台面。经过4年的改扩建，6月20日，承担京

广高铁、京广线、京九线等列车始发终到作业

的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初期将安排旅客列

车120列，其中高速46列、普速74列。

值得一提的是，6月20日零时起，全国铁

路也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涉及

了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的多趟列车。据悉，

北京西站届时会有10对列车调整至北京丰台

站开行。例如，D727/728次，原运行区段为北

京西至深圳，调整后为北京丰台至深圳等。

此外，北京到太原南站的高铁列车也将

全部从北京西站改为北京丰台站始发。北京

商报记者查询12306发现，北京丰台站到太原

南站的高铁列车最短用时为2小时19分，二等

座票价为222.5元，最长用时3小时11分，二等

座票价为197.5元。在普速列车方面，以北京丰

台站到太原的K603次列车为例，全程9时59

分，硬座票价仅78元。

据悉，北京丰台站是北京市第7座全国铁

路客运枢纽，自此，北京也迎来了拥有北京

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

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七座全国铁路客运

枢纽和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两座国

际机场的“七站两场”交通发展新时代。

旅客进出站“攻略”

在建筑设计上，新建的北京丰台站采用

双层车场设计，形成“顶层高铁、地面普速、地

下地铁”的立体交通模式。其中，地下层主要

为铁路普速出站、社会停车场、快速进站厅、

城市通廊和地铁换乘区域等；地面层主要为

南北进站大厅、综合服务中心和普速站台层；

高架候车层主要为旅客高架候车室、综合服

务中心、商务座候车室等；高架层为高铁站台

层，东侧为高铁旅客出站厅。

面对新站，如何顺畅地进出成了不少旅

客关心的问题。据了解，北京丰台站设有主要

进站口5处，其中地面0米层南北各1处，10米

高架候车层东西各1处，地下层快速进站厅1

处。开站初期，将开通进站口1（南进站口）和

进站口4（东落客进站口）2处进站口。

乘坐地铁的旅客可从出站口D出站后，乘

坐扶梯到达地面层经由进站口1（南进站口）

安检和验证验票进站；乘坐公交的旅客可乘

坐扶梯到达地上二层的进站口4（东落客进站

口）安检和验证验票进站；乘坐私家车和出租

车的旅客可直接经由进站口4（东落客进站

口）安检和验证验票进站。

出站方面，北京丰台站设有出站口6处。

其中，普速出站口4处，-11.5米地下层东、西

城市通廊各2处；高铁出站口2处，在19米层东

端南北两侧各1处。开站初期，普速出站口开

通出站口4，高铁出站口开通出站口5。

北京丰台站的东落客平台，与丰草河北

路及四合庄西路联通，旅客落客平台设置8条

车道，东普速雨棚区域设有出租车停车位10

个，网约车停车位47个，网约车接客位40个。

北京丰台站副站长王建对北京商报记者

介绍称，车站将采取多种措施引导旅客来到

相应的候车区。首先北京丰台站的静态标识

非常多，其次是1236服务台会提供人工服务，

最后是车站门口设有流动岗，有专门的工作

人员引导旅客查找到相应的候车室。同时，车

票上也可能会有相应的检票口，方便旅客进

行查找。

据了解，北京丰台站设有以售票服务为

主，问询、公安制证、快递等为辅的开敞式综

合服务中心5处和以既有人工窗口形式为主

的售票处2处。开站初期，将开通地下层西南

侧（综合服务中心1）和候车层东南侧（综合服

务中心7）2个综合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以售

票服务为主，问询、公安制证等为辅的服务。

10号线直达3条公交线路接驳

北京丰台站位于西南三环与西南四环之

间，周边11条（段）接驳道路已建设完成，既可

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也将改善区域交通环境，

实现北京丰台站南北地区连通。而为方便广

大旅客出行，目前尚属开通初期的北京丰台

站也已有轨道交通10号线、地面公交车、出租

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接驳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自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北

京丰台站通过地下一层东南侧换乘大厅，

可实现与轨道交通10号线丰台站的双向换

乘。途经丰台站的10号线列车首班车时间

为5：16，末班车时间为23：48。

地面公交方面，有3条线路接驳换乘。在

万华北街南侧、公交专用路东侧设置一处公

交接驳车站（上落客区），通过人行连廊与北

京丰台站进、出站口连接。公交接驳车站设

有3条公交线路：专4路、专149路以及北京丰

台站至夏家胡同的夜间摆渡公交车，衔接三

环路、四环路的20余条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9

号线。

如果乘客乘坐出租车达到北京丰台站进

站，则可以通过2种方式：一是导航至“北京丰

台站-东落客平台”，落客后步行进站，进入2

层候车大厅候车；二是导航至“北京丰台站-

西地下停车场”，落客后通过地下1层标志标

识指引步行进站候车。乘客出站，可在北京丰

台站内步行至地下1层出租车调度站，在出租

车调度站排队乘坐出租车离开。出租车司机

可导航至“北京丰台站-出租车调度站”排队

候客。

乘客若乘网约车进站，与出租车进站的

两种方式相同。但北京丰台站南侧地面P2停

车场内设置有网约车专用停车区域，可供候

客网约车临时停车使用。乘客出站可步行至

东南侧地面出站口、经人行连廊步行至地面

P2停车场乘网约车离开。

如果市民自驾车进入北京丰台站，与出

租车进站的两种方式相同。同时，还可导航至

“北京丰台站-P1停车场”“北京丰台站-P2

停车场”，落客后通过人行连廊步行进站。乘

客出站可在北京丰台站内步行至西地下停

车场M层乘车出站，或步行至东南侧地面出

站口，经人行连廊步行至地面P1、P2停车场乘

车离开。

此外，北京丰台站南侧地面P1停车场内

还设有大巴车停车区，北端则设有自行车停

车场，可供骑车人停靠或租还车辆，自行车

停车场和北京丰台站可通过人行连廊衔接

进出。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实习记者陆珊珊

6月19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370场新闻发布会上，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

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截至6月18日24时，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5天

下降。

聚集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方面管控也

逐步放开。据北京地铁公众号消息，结合北京

市疫情防控情况，自2022年6月19日（星期日）

首班车起，相关车站将解除封闭恢复运营，自

19日首班车起，北京地铁全路网车站全部恢复

运营。

天堂超市酒吧疫情收尾

6月19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370场新闻发布会上，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6月18日0时至24

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例，在房

山区，为无症状感染者，隔离观察人员。6月

19日0时至17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者1例（感染者2339），在昌平区，为轻型，

社会面筛查人员。

19日昌平区新增1例社会面病例，刘晓峰

提示，本市局部区域依然存在零星隐匿传染

源，要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防松

劲、防漏洞、防反弹，加强流调溯源、信息横

传、落位管控等各环节的衔接，加强风险人员

和点位的查漏补缺，尤其是加强人员密集场

所风险点位的排查管控，从严从紧从实抓好

各项防控措施。

对此，北京昌平区副区长白琳通报，接

到初筛阳性报告后，昌平区立即对小汤山

镇大汤山村双兴苑小区15、16、17号楼进行

封控管理，对小区内其他区域和小区外相

关风险点位进行临时封控管理，并将根据

风险排查情况，进一步精准划定封（管）控

区范围，严防疫情风险外溢；落实网格化管

理措施，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就医保障等

服务工作。

“目前已累计判定风险点位7个、密接34

人，并已同步落实管控措施。”白琳表示。

此外，6月9日至19日17时，本市累计报

告370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涉及14个区

和经开区。目前，北京市新增病例数已降至

个位数。

“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传播链条已

基本阻断，形势持续向好，进入收尾阶段。”徐

和建表示，截至6月18日24时，北京新冠肺炎疫

情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五天下降，北京全市已

连续四天无新增社会面病例，除朝阳区和丰台

区外，其他15个区（含经开区）均已连续7日以

上无新增社会面病例。

“本轮聚集性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6月

18日，刘晓峰在北京市新型冠状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369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地铁全路网车站恢复运营

5月20日，徐和建介绍，丰台区全域提级

管控，除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公交、地铁、

出租车正常运营外，其他区域公交线路全部

甩站或停运，地铁站点全部封站，出租车限

制区域运营。

随着聚集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相关方面

的管控也逐渐放开。据北京地铁公众号消息，

结合北京市疫情防控情况，自2022年6月19日

（星期日）首班车起，以下车站解除封闭恢复运

营：5号线：宋家庄站；10号线：宋家庄站、成寿

寺站；14号线：张郭庄站；亦庄线：宋家庄站。自

19日首班车起，北京地铁全路网车站全部恢复

运营。

其中，19日解除封闭的宋家庄地铁站内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由于不是工作

日，所以早晚高峰人流量相比疫情前较少，但

是已基本恢复正常人流量。

目前，市民的交通生活正逐步踏上正

轨。家住鼓楼大街的一乘客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宋家庄站关闭的这段时间，由于还有

其他的公交可以乘车，因此对他的生活影

响不算很大，只是会稍微绕一点。“宋家庄

站关闭的时候，需要坐公交到8号线转车，

通勤要花一个小时多一点。”该乘客表示，

“现在地铁站开放了，就恢复到了以前的半

个多小时。”

疫情逐渐向好，但防控仍然不可放松。徐

和建表示，北京公交、地铁全线网已恢复正常

运行，要继续严格执行扫码核验等防控工作

要求。

“19日又新检出1例社会面确诊病例，给首

都疫情防控以警示，越到收尾阶段，越要高度

警惕，越要严防死守。”徐和建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冉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