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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航站楼从草桥移到丽泽 新机场线“
留白增绿” 草桥站将藏身公园之下

地铁站上首建 5 万平方米公园
本 报 讯（记者 陈 斯）新机场的城
市航站楼从草桥移到了丽泽， 草桥空
出来的区域将建成用于周边居民休闲
的绿地公园。 正在建设的地铁 19 号
线和新机场线草桥站将藏身于 5 万
平方米的公园之下， 这在北京地铁建
设中尚属首次。

草桥站上全部栽树种草
按照最初的规划， 地铁 19 号线
和新机场线草桥站的地上部分， 是 4
万平方米的城市航站楼。 但随着新机
场线北延，该航站楼已决定移至丽泽
商务区。 航站楼选址刚调整没多久，
原址的替代建设方案就产生了多个
版本，但最终敲定的方案是地铁站上
全部覆土，不再建其他建筑，而是栽
树种草。
“北京在减量发展，草桥站紧贴着
南三环， 这里不再起楼， 恰恰是为了
‘留白增绿’。 ”设计负责人说，地铁站

上将建成约 5 万平方米的绿地，成为
服务草桥地区居民的休闲公园。 这种
地铁站上新建公园的做法， 在北京还
是头一回。
设计负责人介绍， 目前草桥站上
的绿地公园设计已经完成招标， 确定
了设计单位， 即将进行深化方案和施
工图纸的设计。 未来公园内除了拥有
大量植被外，还会添加居民休闲设施。

站内增设垂直电梯
规划中的绿地公园 现 在 还 是 5
万平方米的基坑。基坑中，19 号线和
新机场线的草桥站正在合建中。 规
划显示，两线车站建筑面积共计 5.2
万平方米，体量在北京地铁站中数一
数二。
地铁草桥站将实现 10 号线、19
号线和新机场线
“三线换乘”。 19 号线
和新机场线的车站将连为一体、 共用
站厅。市轨道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考

虑到服务新机场的旅客， 草桥地铁站
内部设施也将对标机场航站楼。
根据车站的设计图纸，19 号线和
新机场线互相平行， 车站地下二层是
两条线各自的站台， 地下一层则是共
用的站厅。未来两线乘客换乘，先从其
中一条线的站台进入站厅， 只需再走
几步到楼梯口进入另一条线的站台。
由于两条线的票价不同， 换乘时与现
在的东直门站一样， 需要先刷卡从其
中一条线出来，再刷卡进入另一条线。
通车后， 草桥站将迎来大批往返
新机场的旅客， 站内特别增设了垂直
电梯。设计负责人介绍，新机场线出发
站台与站厅间之间有 6 部垂梯，到达
站台与站厅之间有 4 部垂梯；每个电
梯的载重也从一般电梯的 1 吨或
1.35 吨提升到 3 吨，容得下更多乘客
和行李；19 号线的站台与站厅层之间
有 4 组电梯，每组电梯的载重也都有
所增加， 这都是考虑到乘机旅客往往
携带不少大件行李的情况。

出租车能开进地铁站
除了 10 号线已有的出入口外，
草桥站还将增加 3 个出入口， 外观
都与此前有明显不同。 西侧的主出
入口主要服务新机场线乘客， 配有
玻璃幕墙， 外观类似高铁站和机场
航站楼；东侧还有两个出入口，其中
一个位于下沉广场中， 主要服务 19
号线乘客。
“零换乘”的理念也在地铁草桥
站得到进一步凸显。 施工方中铁二
十三局项目部负责人说， 地铁站内
地下 一 层 在 靠 近 新 机 场 线 的 位 置 ，
还将 设 置 停 车 区 和 出 租 车 等 待 区 ，
方便往返新机场的旅客打车。 车站
外南侧将是公交停车港湾， 乘客可
在此换乘公交。
按照本市相关部门的安排， 新机
场线将稍早于 19 号线开通， 开通初
期将先与地铁 10 号线实现换乘。

海淀新增两城市森林公园
本 报 讯（记者 张 丽）记者今天从
海淀区了解到，海淀今年新增妙云城
市森林公园和中国银行城市森林公
园， 两个公园分别于去年年初和 11
月开工，预计于今年年底和 8 月底完
工，验收后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据海淀区园林绿化局负责人介
绍，城市森林有别于一般的强调美化的
城市植物景观，以
“
近自然”森林景观为
主，强调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上，城市
森林以乔木为主体，同时包括下木、地
被植物、动物、菌落等在内的生物群体。
中国银行城市森林公园位于海淀
区西北五环外，坐落于百望山脚下，西
侧紧邻京密引水渠，总面积 19600 平
方米。 为了最大程度地
“
近自然”，公园

绿化面积达到 80%以上，园内有植物达
70 余种、3000 余株。 此外，公园内还栽
种了洋槐、山楂、海棠等不少可以
“
吃”的
食源类或蜜源类树种，以供小鸟觅食。
妙云城市森林公园位于玉泉山西
侧，玉泉山路以南，规划面积约 30 公
顷，场地内有区级文物单位妙云寺。 妙
云城市森林公园引入了海绵城市的思
路，园内多选用大型乔灌木，以乡土植
被为特色，增加物种的多样性。
据悉，园内有 110 余种各类植物、
万余株乔木，采用异龄、复层、多样的
搭配方式形成密生林、疏生林、散生林
等不同的林相，打造城市“森林”的状
态，形成远观“森林”之势，近看清新、
宁静、鸟鸣的近自然城市森林群落。

中国银行城市森林公园工人正在作业

摄 / 记者 郭谦

全长 26 公里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 9 月通车 该段票价约 214 元 下月——
—

北京搭高铁赴港 9 小时通达
本报讯（记者 马 晓 晴）下月，北京
的旅客有望搭乘高铁直达香港了。 据
港铁公司消息， 全长 26 公里的广深
港高铁香港段预计今年 9 月通车。 从
北京出发搭乘高铁约 9 个小时就可以
到达香港， 比现在通行京港两地间的
Z97 次列车节省了近 15 个小时。

乘车

据了解，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
后，乘客在香港西九龙站乘车时须完
成车票实名验证、 行李安全检查、香
港离境及内地入境手续等环节。 目
前，港铁已在行程规划、购票取票、站
内外接驳、出入境和乘车等多个环节
做了准备。

5 种途径可购票

乘客可通过西九龙站人工售票
处、自动售票机、本地旅行社代理、电话
热线、网上购票等 5 个途径购票。 乘客
购票时除了可用现金、信用卡和八达通
支付外，还可使用多种电子支付方式。
今年 1 月 29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署了《关于
广深港高铁铁路香港段运营工作重
点事项安排备忘录》， 同意在高铁开
通初期每天开出 127 对列车， 包括
114 对短途及 13 对长途列车。 其中，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初期的短途
列车，会往返广州南站、庆盛站、虎门
站、光明城站、深圳北站、福田站、西

九龙站等 7 个站点；长途列车可直达
北京、上海、昆明、桂林、贵阳、石家
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
州、厦门及汕头等 14 个城市。
票价方面，双方商定按照“分段
计费、各自定价、加总核收”的原则定
价。 广深港高铁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
跨境高速铁路服务牵涉内地段及香
港段，不同的路段分别各自计算及厘
定价格，而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跨境
高速铁路总票价的厘定方法，是两段
高速铁路服务的票价之总和。 港方将
参考人民币票价以港币标价，票价根
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

行程

节省近 15 个小时

据了解，目前从北京出发前往香
港红磡车站的 Z97 次列车， 耗时在
24 小时以上。
还有一种乘坐火车赴港的方式，
就是乘坐高铁从北京西站出发至广
州南站，再从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
龙站。
目前北京西站至广州南站每天
开行 5 趟高铁， 耗时最短的 G79 次
列车，全程 8 小时 1 分钟，二等座票
价 862 元。 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
通后， 广州南至香港西九龙站票价
260 港元（约合人民币 214 元），全程
48 分钟。 如此算下来，北京到香港高

铁票价花费约在 1000 元以上。
北京至香港的直达高铁开通后，
京港两地之间铁路旅行的时间有望
缩短至 9 小时左右， 比之前节省近
15 个小时。
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尚未公布
直达车次的具体票价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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