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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2月 8 日是开业吗？
只是一个体验和展示活动

市民任小姐8日下午前往直销中

心，她在现场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

一张是商场内的广告牌，上面写着

“ 2月8日，绿地全球商品直销中心，

徐汇店新鲜揭幕”。“ 我还问保安第

二天什么时候开门，他说是早上1 0

点。”任小姐告诉青年报记者，2月8

日当天她在广场上看到有一个仪式，

就认为是开业仪式了。

昨天，记者致电绿地商业集团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罗小姐，她强调说，

“ 当天其实只是一个体验和展示活

动，楼上在举行海外直采中心的揭牌

仪式。其实，当天开业的是钦州北路

上的DIG开的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两

家直销中心同样都位于徐汇区，名字

又很相似，经过网络的传播，大家都

以为是我们这开业了。”

罗小姐说，蜂拥而至的人流让他

们措手不及，作为企业又不能拒人于

千里之外，幸好之前有预案，就加派

了200多名安保人员（ 包括超市的

1 20多名保安，写字楼、车库的保安，

还有30多名储备保安）迎客。

那么到底此前绿地方面有无宣

布徐汇店开业呢？记者昨天查看了

“ 绿地商业集团” 和“ 上海正大乐

城”的官方微信，发现“ 上海正大乐

城”于2月6日曾宣布过“ 绿地全球商

品直销中心2月8日正大乐城新鲜揭

幕”的消息，但“ 绿地商业集团”则

无这条消息，两家官方微信均于8日

晚上公布了“ 徐汇全球商品直销中

心自2月9日起暂停展示！”的消息。

为何紧急叫停？
客人热情超预期，准备不到位

“ 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客流，也

没想过卖东西。体验日当天，一开门，

人哗地一下涌进来，现场很恐怖的，

叫都叫不停。而且大部分是年纪大的

人拎着大包小包冲进来。原本我们预

计六七千人差不多了，但到了下午的

时候，客流量已经达到了一万多人

次。”罗小姐表示，他们只能效仿世

博会的经验，设置了多弯道的路障，

分四五个口，十一个警戒点，分批次

地多段放人。

罗小姐透露说，因为预判到巨大

人流，所以他们采取措施，叫停了长

宁店的开业，当晚7点也宣布了徐汇

店的展示活动暂停。

“ 那么如果客流量没那么多，徐

汇店是否会如期开业呢？” 记者询

问。罗小姐表示，此前消防部门做了

紧急要求，认为直销中心在消防方面

还不够完美，除非8日当天人很少才

会考虑按期开业，但事实是，市民的

热情超过了他们的接待能力。

她介绍说，徐汇店的面积为3000

多平米，正常情况下同一时间可以容

纳800-1 000人，1 500人是最高上限，

一旦超过这个值就会启动预案限流。

目前，宝山店每天的客流才三四千

人，非繁忙时段为一两千人，同一时

间的客流控制在七八百人，人流是平

稳流动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徐

汇店因为地处地铁附近，交通便利，

市民的热情程度有点超乎预料。

何时正式开业？
时间未定，要做好充分的预案

因为不知道直销中心在开放一天

后紧急暂停对外开放了，据罗小姐透

露，昨天还有五六十名消费者慕名光

顾，被工作人员劝退。“ 有的市民有情

绪，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安抚，进行了细

致的说明，希望他们能理解。”

至于公众关心的开业时间，罗

小姐强调说，除非专业的消防全部

到位，所有的设备调试到最佳状态，

另外做好了充分的预案，才会准备

开业，至于具体的开业时间还没有

定下来。

“ 和普通的超市不同，我们没有

所谓的促销，也不会明确打多少折

扣，杜绝一切可能会引起哄抢的食品

譬如鸡蛋。”在罗小姐看来，直销中

心的商品价格并不便宜，一瓶日本的

酵素就要两三千元，进口的空气净化

器要七八千元，还有市民反映部分食

品也卖得比其他地方略贵，当然生鲜

和蔬果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对于市民突如其来的追捧，罗小

姐认为不能怪市民。“ 我觉得这次事

件是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2月8

日当天我们有个揭牌仪式，给别人造

成误解了。二是宣传上存在缺陷。三

是在安全方面还存在不足。所以导致

了如今尴尬的发生。”

徐汇全球商品直销中心何时再开未定

预案做好及消防到位后再开放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位于徐汇正大乐城的绿

地全球商品直销中心为何“ 开放”一

天就谢客？昨天，绿地商业集团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徐汇和长宁店的

开业具体日期未定，一定要等各方面

的设备调试和安保达到最佳状态，才

会择日开业。

青年报首席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今年年初，北京地铁在

全国率先安装多个“ 安全瞭望台”，

经多日试验后，“ 瞭望台”效果良好。

青年报记者获悉，昨天起，上海也在

客流最大的人民广场站先期试点，配

备了“ 安全瞭望台”（ 右图），同时将

在大三角换乘区辟出轨交公安宣传

引导点岗位。

昨天，上海地铁1 号线人民广场

站上下行的两则站台，早晚高峰试点

启用地铁安全瞭望台，使地铁站台工

作人员能够更清楚、快速地掌握地铁

站台客流动态，及时预判，做好疏导

工作。青年报记者看到，瞭望台高30

厘米，呈四方形，四周有有围栏保护。

“ 安全瞭望台”上的工作人员，佩戴

小喇叭、举着颜色鲜亮的小黄旗。

人民广场站区域副站长熊熊介

绍，在早晚高峰客流高峰时，上下客

较拥堵，有时站务员无法看清整个

站台情况，如果稍微站得高一点，对

掌握突发情况、客流引导等将有很

大帮助。“ 安全瞭望台”也有利于站

务员做好列车车门及屏蔽门的关闭

状况确认，及时发现站台不安全行

为。而且，原来乘客想求助，找不到

混在人群里的站务员，现在抬头就

能找得到。

在国内，北京地铁等已推行在客

流较大的车站设置瞭望台的安全措

施。经多日试验后，“ 瞭望台”效果良

好。上海、南京等地也陆续试点。

据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俞光耀透露，上海

地铁将从规划设计、应急预案等多个

方面紧抓管理，围绕制定大客流预警

分级预案、站内科学规划客流走向，

减少对冲等方面加强管理。其中，1 、

2、8号线换乘的人民广场站率先试点

设置有地铁工作人员、地铁公安、安

保人员等执勤的客流安全瞭望台，并

考虑今后在人流较为密集的各大站

点设立。

俞光耀还透露，人民广场站客流

交 汇 最 频 繁 的 大 三 角 换 乘 大 厅 区

域，还将增加轨交公安站岗岗位，配

以红蓝警示灯闪烁，引导大客流避

免对冲，不要集聚。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昨日从铁路

部门了解到，为了打击黄牛，1 2306网

站已开始对一些涉嫌“ 行程冲突、反

复购票”的账号进行锁定，旅客需持

相关证件到车站人工窗口“ 解锁”，

才能正常取票或退票。

“ 囤票”旅客或遇无法取票
很多旅客在购票高峰时都是连

续抢了多天的车票，导致了今年春运

出现了普通旅客囤有多张票的情况，

少的囤了三四张，多的有七八张甚至

十余张。

对长途线路旅客而言，连续多天

购票就会存在行程冲突的问题。比如

上海至贵阳，列车全程运行时间都要

将近30小时，大多数车次都是次日到

达，如果一个旅客连续三天买了同一

趟上海-贵阳列车的车票，那么其行

程肯定是冲突的，因为他不可能连续

3天都能乘坐这一趟车。

为了打击黄牛，防止旅客身份信

息被黄牛冒用用来囤票，同时也为了

保障绝大多数旅客能公平地享用春

运铁路资源，近日1 2306网站开始对

一些涉嫌“ 行程冲突、反复购票”的

账号进行锁定。

根据铁路总公司最新的规定，同

一账号、同一身份证购买行程冲突的

车票，如果数量众多（ 一般要达到1 0

张以上），其账号会被暂时“ 锁定”。

而账号一旦被锁定，用该账号订购的

车票无论是在自助取票机还是代售

点，都无法取票、退票。

三大站设专门窗口“ 解锁”
事实上，针对旅客购票行程冲突

的问题，1 2306网站去年就曾发布公

告，明确去年1 2月26日起，售票系统

不再接受行程冲突的购票，如果旅客

再次购票时被提示与前次购票行程

冲突，必须将已购车票办理改签或退

票后重新购票。不过，由于去年1 2月7

日春运车票就已开售，因此在1 2月26

日之前，已经有部分旅客购买了行程

冲突的车票。

青年报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1 2306实施账号锁定措施后，上海地

区确实有被“ 锁”的旅客，但数量并

不多，“ 7日有2个，8日没有。”铁路部

门表示，目前上海三大火车站都已按

要求将值班窗口设置为“ 解锁”专

窗，旅客在自助取票机取票时，如果

系统显示“ 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订票

信息”，就要到“ 解锁”专窗看看账号

是否被锁定。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若账号被锁

定，1 2306网站会提前通过邮件和短

信通知旅客，让旅客及时携带身份证

原件到人工窗口“ 解锁”。“ 解锁”过

程中，旅客有可能被铁路民警盘问，

只有去除黄牛屯票、贩票嫌疑，才能

恢复正常的账号使用功能。由于目前

已到春运客流出行高峰，铁路部门建

议旅客最好提早取票，以免临时遇到

问题耽误出行。

行程冲突且反复购票账号会被锁

上海地铁试设早晚高峰“ 瞭望台”

徐汇店“ 开放”一天就暂停对外展示。 市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