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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今年1月5日，随着新一轮
铁路调图，京津城际于家堡站正
式更名滨海站。同时，京滨双向
直达城际列车车次增加到23.5
对，正式开启京滨两地城际一站
式“公交化”运营模式，京滨如同
城从期盼成为现实。而刚刚闭
幕的今年新区两会上，实现公交
化运营的京津城际延长线再次
备受关注。数据显示，2018年，
京津城际延长线运送旅客400
万人次，同比增长41％。

京津城际“公交化”已经运
行近一周，市民、乘客反响如
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城际“公交
化”利好，新区准备好了吗？

2008年8月1日 京津城际铁

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开启中国高

铁时代的重要标志。

2008年9月24日 京津城际铁

路开行至塘沽站，初期开行4对列

车，从此高铁走进滨海新区人民的

生活。

2015年9月20日 京津城际延

长线终点站——滨海站（原于家堡

站）开通运营，开行列车 12 对，标

志着北京—天津—滨海新区的快

速通道打通，从北京南站、天津站

到达于家堡的时间分别缩短至59

分钟、22分钟，京滨两地市民一小

时生活圈形成。

2017年 6月1日 新区政府助

力京津城际延长线天津站至于家堡

站间5.85折优惠票价。6月20日铁

路调图，城际列车大幅加密，从原来

的12对增加至27.5对，京（津）滨双

城生活进入高速“班车化”时代。

2018年7月1日 于家堡至北

京南站之间创新实现27对城际列

车“能力贯通”，旅客在天津站“同

车换乘”即可实现不出站台接续出

行，更是让新区和北京往返市民距

离“公交化”出行更近一步，通勤一

族纷纷赞叹“给力”。

2019年1月5日 提速后的复

兴号城际列车迎来大变革。不仅

于家堡站更名滨海站，列车车次也

进行了大幅调整，京滨两地直通列

车从原来的 9.5 对增加到 23.5 对，

上下行方向较之前均增加了 14

趟，几乎每半小时就有一趟直达车

次，两地居民正式迈入一站式城际

“公交化”时代。

京津城际延长线公交化运营

对滨海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非常

有利于滨海新区实现新的飞跃。

第一，京津城际及延长线把天津和

北京城市副中心贯穿起来，不仅是

陆海空的贯通，更是京津冀三地的

全线贯通，所以它肯定会促进京津

冀要素的进一步流动。第二，城际

“公交化”对高端人才的引进非常

有利。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一个职

住分离的新型城市规划社区，新区

和北京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带动

的不仅是人才的引进，而且有利于

滨海新区的人才向北京城市副中

心以及雄安新区输送。第三，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滨海新区要主动对

接和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一个高端、现代

化的新城，它的先进体现在理念先

进、规划先进、设施先进和管理先

进等几方面。如果滨海新区能够

借助城际“公交化”积极融入和对

接，将促进新区在高技术企业和产

业上的对接。不仅有利于滨海新

区产业的升级和企业的发展，也能

长期促进滨海新区产业的引进和

全面提升。

——世界经济协会副秘书长、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
长、经济学博士华欣

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主体战略合作功能区之一，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雄厚，贸

易、航运、金融及研发等城市功能完

善。更名后的滨海站将在持续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承担更多历史

重任，通勤时间高效化和运行时间

紧密化更加利于抢抓北京知识、技

术、产业外溢机会，承接会议会展、

文化创意、商务服务、信息技术、商

贸物流等高端业态，助力滨海新区

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建设。

——宏观经济分析师张四伟

针对市民提出的意见，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路

天津站滨海站负责人回应时

表示，涉及铁路部门的建议，

目前车站也都有所考虑。比

如，目前车站已经在与政府相

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站区和站

内实现安检互认，力争像天津

站一样实现一次安检进站，减

少旅客反复安检的麻烦。此

外，车站在积极做好客运服务

的同时，也在加强对安检人员

服务的管理和考核。春运出

行高峰在即，也希望旅客能提

前知晓铁路安检相关规定，积

极配合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

以免给自己和他人出行带来

不便。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

司天津站滨海站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调图首日正值周末，车

站当日接发旅客9000 余人。“元旦

假期刚过，春运尚未开始，目前正

处于客流淡季，但是调图之后最近

几天客流也略有增加。预计到春

节出行高峰期，京津城际客流将出

现大幅增加。”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8

年，铁路部门曾对京津城际及延长

线的旅客进行分析，从每日的北京

南站出行旅客构成来看，商务流占

54.4%、旅游流占 19.6%、探亲流占

17.5%、学生流占8.2%、外出务工人

员占 1.9%。城际随着几次调图越

来越被认可，长期频繁往返京滨两

地的旅客越来越多。

滨海站（原于家堡站）2015 年

开通伊始，日均接发旅客6000 人；

2018年日均接发旅客8500人，其中

近一半是频繁往返京滨和津滨的

商务及通勤客流，跨城通勤旅客固

定群体已经形成。

“感觉调图后进店的客流量明

显增多，较之前增加了约两成，尤

其是休闲食品和小礼盒等销量不

错。”东疆进口商品直营中心负责

人戛微微是滨海站（原于家堡站）

外招的第一个商户。

2016年7月，她经营的东疆进

口商品直营中心高铁站店正式营

业，主打进口休闲食品、化妆品、儿

童日用品、欧美成人日用品以及法

国等多个知名国家100余种红酒的

经营，虽然商品保真且价位比北京

要便宜近30%，但这两年店里的经

营情况不容乐观。

这次随着城际迈入“公交化”

的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她也重新

拾起了对店面的兴趣和对梦想的

坚持。“进口直营店除了针对春节

增加商品品类之外，也正在结合

春节做相应的促销活动，后期我

们还计划增加一些其 他 经 营 项

目 。”她表示 ，希望城际列车班

次的调整，能让高铁站周边商业

业态更丰富，从而带动更多的人

到新区旅游、购物、交流、学习

和定居。

与此同时，新区市民到北京

约上三五好友聚个餐、带着宝宝

逛逛动物园或者结伴到武清佛罗

伦萨小镇一日游，也都可以说走

就走了。

家住于家堡的新区市民汪

先生的弟弟在北京做金融，城际

公交化后，他马上接通弟弟的电

话，乘车赶到北京，与弟弟小叙

一番，之后又去了天安门游览。

晚上吃完饭后，直接乘车“一站

式”抵达滨海。而以前，他多与

弟弟匆匆而别，如果太晚，还要

倒几次车才能返回滨海，花费也

明显增加。

“城际公交化不仅拉近了北

京和滨海的距离，也拉近了我和

弟弟的亲情。”汪先生说。

滨海居民：进京，咱说走就走

京滨双向直达城际列车车次增加到23.5对

几乎每半小时就有一列直达车次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城际“公交化”带来的改变

“高铁速度快、时间准、舒适

度高，但以前直达车次少。记得

2016年时，于家堡站始发、终点到

北京南站的第一列城际列车始发

时间为 7 时多，到了北京 8 时多，

再转地铁，有时商务谈判就来不

及了。尤其是北京南站始发、终

点到于家堡站的最后一列发车时

间为20:30左右，要是赶不上就得

从天津站转车或者留宿北京。还

有的时候晚上下班后买不到直达

新区的车票，得从天津站打车回

新区。”在北京和新区两地奔波 7

年之久的李先生对本次城际调图

赞不绝口，可以随时走随时回的

他直呼：“节省时间和经济双重成

本，太给力！”

“城际开通之初，塘沽站高峰

时段一趟车也没多少人，可现在

很多班次不提前预订都买不到

票，而且经常能看到和我一样往

返两地的熟面孔，很多都是早出

晚归的日通勤族。”天津市金税财

务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晓

勇在北京有自己的创业投资培训

和基金管理公司，京滨两地同城

办公已经8年多，朝发夕归早已是

家常便饭，他直言：“城际直达车

次加密之后再也不用担心早上的

商务谈判赶不及。”

商务人士：不用担心商务谈判赶不及

在北京总公司和新区分公司

两地办公的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城际列车的一次次调整让

他在两地之间切换越来越顺畅。

去年5月，他已经通过“海河英才”

计划在新区落了户，并在新区买

了房，将来也有在新区长期工作

生活的打算。

“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逐步

疏解，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着

重要作用的滨海新区的很多红

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

新区，也招揽了不少北漂一族关

注和落户。”张先生告诉记者，身

边和他一样在北京工作却在新

区落户买房的北漂并不在少数，

大家都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在新

区“落地”“扎根”。

北漂族：北京工作 新区安家

城际“公交化”时代，受益

的除了商务通勤族，还有两地

的居民。

周末，在北京某传媒公司上

班的雪儿和同学专门乘坐城际

列车到新区文化中心参观网红

图书馆，而乘同一趟列车抵达新

区的闫女士则和老公带着孩子

到极地海洋世界和泰达航母主

题公园参观、滑雪，玩得不亦乐

乎。“自己开车太累，现在坐出租

车和网约车都很方便，大人孩子

都可以放开了撒欢。”闫女士说。

而本周末，来自河北廊坊的

高三学生小周也约上她的两位同

学，专程从廊坊乘城际列车赶到

滨海，参观滨海文化中心图书馆，

看新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

览。“现在城际越来越方便了，我

和同学们一直想来滨海新区逛

逛，这次终于如愿了。滨海新区

太美了！”参观完展览，她还在留

言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和对滨海

新区的美好祝福。

外地游客：乘列车“逛滨海”更轻松

京津城际“大运量、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输模式拉近了京

滨两地居民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深刻改变了两地居民的工作

和生活状态。

通勤族：随时都能回家了

和杨晓勇一样住在生态城的

刘女士2年前因公司业务调整到

北京总部工作，于是踏上了披星

戴月的异地通勤生活。她告诉记

者，每天早上6:30，她从生态城开

车赶到滨海站，在北京南站下了

城际搭 5 站地铁，再步行 10 多分

钟，从出家门到公司需要两个半

小时。因为正处于哺乳期，她每

天晚上被特批赶着晚上18时多的

城际返回新区，到家总要 20 时左

右。从周一到周五，每周如此往

复。“双城异地通勤虽然辛苦，但

可以让我在家庭和事业中保持平

衡，让我离梦想更近一步。盼望

随着以后客流增加，高峰期车次

也会有所增加。”她告诉记者，她

所认识的和她一样每天两地通勤

逐梦的滨海人有二三十人，大家

都盼着早晚高峰车次更加密集。

“以前直达北京车次比较少，

往返不方便，几乎每周下班之后

就住一晚，周六早上再回。这次

车次调整之后，我可以周五晚上

回家了，车次的选择也多了，可以

和家人多一些团聚时间了，特别

高兴。”1月5日，记者在滨海站走

访时，家住北京的李先生直言，自

己在新区工作1年多了，每周都是

周六回、周一来，很少有时间陪伴

家人和朋友，调图之后就可以周

五下班后赶回家了。

2018 年 7 月，在于家堡环球

购，天津市唯一一座以传承老爷

车文化为主题的老爷车博物馆与

新区市民见面，凝聚了汽车百年

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

复古粉丝的追捧。并且以30元低

价的门票面向游客团队长期开

放。“城际‘公交化’之后，已经有

少数北京、武清和天津车迷到新

区这座汽车梦工厂参观游玩，相

信今后新区和北京两地市民吃喝

玩乐也将更加便捷。”盈科旅游远

洋城店门市计调张超目前正在负

责衔接及运营以老爷车博物馆为

主题的旅游推广项目，在得知1月

5 日京津城际列车实现“公交化”

运营之后，她兴奋地对记者说，作

为滨海新区第一家加盟盈科的门

店，他们一直致力于开发和推广

本地旅游品牌，但是由于两地距

离较近且城际高铁车次少等诸多

因素，京滨两地的团体游以大巴

为主，而自由行则多以自驾为主，

旅行社地接业务并没有真正开展

起来。

“我相信，随着城际‘公交化’

的到来，到北京爬长城、逛故宫、吃

烤鸭和到新区看航母、泡温泉、吃

海鲜的高铁游客将大幅增加。我

们已经着手开始准备，力争抓住这

一商机，努力做好新区旅游品牌。”

张超表示。

旅游景点：努力做好新区旅游品牌

坐落在京津城际滨海站附近

的滨海文化中心是滨海新区政府

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民心工程，自

2017年10月1日运营以来，受到社

会各界的好评，已成为天津乃至京

津冀地区的标志性文化工程，“网

红图书馆”更是享誉国内外。

“每逢节假日，来自北京、河北

甚至辽宁、山西等地的游客纷纷到

此一游，项目已接待300余万人，日

客流量最高达5万人。其中，有少部

分北京、河北等地游客是乘坐城际

而来。如今，滨海文化中心已经成

为京津冀市民家门口的休闲文化圣

地。”滨海文化中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吴莹告诉记者，随着京

津城际“公交化”的到来，出行的便

捷将带动更多的客流走进新区、走

进文化中心。为此，公司在积极对

接北上广深等国内外一流文化元素

的同时，也设置公交停靠、共享单车

和共享汽车停放专门区域，解决外

地客流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全

方位为京津冀乃至全国市民提供国

际一流水平的文化盛宴。

文化中心：不断加强配套

记者在走访时看到，对城际

“公交化”最兴奋的就是房地产行

业的销售顾问，甚至有人开始在车

站周边发放宣传单页。在微信朋

友圈中，大量转发京滨城际“公交

化”消息的房地产销售人士不在少

数。连日来，这也成为销售顾问们

最大的推销“卖点”。

“车多了，人气就旺了，于家堡

大有希望。”在2016年从事地产行

业的小王和同行们眼里，两年后滨

海新区的房子最看好的就是于家

堡区域，城际“公交化”大大拓展了

周边公寓的升值空间。

房产销售：抓住推销“卖点”

带来哪些
京津城际“公交化””

红利？

数据

跨城通勤旅客
越来越多

观点

京
津
城
际
延
长
线

调查

新区商户闻“车”而动

站区商家：客流量增加约两成

声音

“城际公交化来了，这是

新区开启高质量发展之路一

个好的开端，但是很多细微

之处还有待进一步调整。”连

日来的调查采访中，不少旅

客和市民也结合自己及身边

亲友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提出

一些意见建议。

“乘坐高铁，主要看中的

是便捷舒适，但是出入口安检、

候车大厅安检，再实名制验证，

多次重复操作造成时间上的

浪费。车站能不能考虑简化

一下程序？”刘女士告诉记者，

除了重复安检，安检工作人员

的服务意识还需进一步提升，

与新区开放形象相吻合。

商务通勤族鲁先生则觉

得车站城际卡的取号机放号

少，需要提早到站，并且和普

通乘客一块儿排队，导致通

行效率低下，无形中增加了

城际旅客尤其是通勤一族出

行的时间成本。也有旅客提

出，目前车站下车出站口只

开通一个，非常不方便，希望

尽快将北出口开通。

“希望上下班高峰期继

续增加车次，更加方便跨城

通 勤 一 族 20:00 前 吃 上 晚

饭。”通勤族刘女士说，很多

通勤族市民都希望铁路部门

加密早晚出行高峰的车次密

度，让大家都能从容地享受

异地通勤之旅。

同时，也有市民提出有

效利用站区的广告牌加强对

新区重要景点的整合宣传、

加强车站内外环境保护和出

行秩序文明引导、丰富车站

周边餐饮娱乐购物等一体化

商业业态等。

乘客：服务细节尚需打磨

车站：争取实现安检互认

成
长
记
录

调图后市民购买的火车票调图后市民购买的火车票

京津城际滨海站开出的第一趟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