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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事”记者高健钧 、陈
旭)具有 27 年历史的北辰购物
中心亚运村店对外宣布正式停
业。这是继去年庄胜崇光百货
遭遇“撤柜潮”，华堂、百盛等多
个百货零售商场撤店后，又一
个传统百货商场关门。在电子
商务热潮大背景下，传统百货
业“寒冬”是否还将持续？百货
零售业今后该何去何从？

“撤柜潮”“关门

潮”席卷传统百货业

位于亚运村安立路西侧，
“北辰购物中心”几个字的广告
牌依旧挂在楼上，过道挂着的
大红灯笼透露出一股新年的味
道，但门上挂着的铁链、门旁张
贴的停业公告都在告诉行人北
辰购物中心停业的消息。记者
8 日来到购物中心发现，除顶
层几家餐饮店还在搬运厨具
外，其余 4 层的所有店铺均已
搬空，在一楼服务台有人陆续
来办理积分兑换业务。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原购物会员可来一层进行登
记，有序将会员卡内积分兑换
为电子券至会员卡。而职工可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被安置在北
辰实业其他下属企业、退休、内
部退养、离岗休养或解除劳动
合同。

北辰购物中心曾是北京北
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厦之
一，在 1997 年 9 月 6 日扩建后
重张开业，营业面积 18000 平
方米。其子商场亚运村店已有
27 年经营的历史，曾因创造业内多个第一广受青睐。

据业内人士观察，北辰购物中心亚运村店的困境绝非
个例。近两年，传统百货业经营状况日益惨淡。

2017 年 5 月，地处黄金繁华位置、曾是北京单体面积
最大商场之一的庄胜崇光百货遭遇“撤柜潮”，除一楼变为
减价“大卖场”，顶楼餐饮区照常营业外，其余楼层商铺相继
关门停业。关于其未来发展，有说商场将关闭，还有的说这
里将改为写字楼。

记者走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蓝岛大厦时发现，虽然地
处北京人流密集区域，但商场内冷冷清清。不少名牌服装打
出低至 1 折的优惠价，却鲜有顾客问津。此外，华堂、百盛等
老牌百货在北京关闭部分门店。

据赢商大数据中心统计，2018 年一线城市商业增量有
限，增速持续放缓，并向郊区外拓。北上广深四大城市拟开
业量合计 83 个，比 2017 年减少 10 个，北京从去年的 9 个
减少为 6 个。(说明：统计对象为商业面积≥ 3 万平方米的
集中型零售物业，包括购物中心、商业街等，不含专业市场、
文旅项目。)

经营举步维艰是关门主因

北辰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北辰购物中心亚运村店的
停业是因为经营不善。上市公司公告称，自 2013 年起，该店
对北辰集团的利润贡献逐年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经营业绩
下滑的趋势未能从根本上得以遏制。目前北辰集团正在着
手开展将其改造为文创、教育、培训综合体或作为写字楼出
租经营。

该店某男装品牌销售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在减价甩
卖之前，销售情况一直不好，来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经常光顾北辰购物中心的老顾客汪涛对亚运村周边的
商场、酒店的剧烈变化深有感触，“关门是意料之中，但没料
到速度这么快。”汪涛说，90 年代开业之初人很多，尤其外
国人很多，卖的东西也很便宜。10 多年来，东西越来越贵，
人越来越少，现在看来确实办不下去了。

“在行业大趋势下，只能以关店形式止损，探寻商业物
业发展新模式。”北辰购物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喆雅说，
受一线市场饱和、开店成本激增及电子商务冲击等多重影
响，实体零售行业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进入微利甚至无利经
营状态。

杨喆雅表示，面对经营压力，北辰购物中心亚运村店也
曾先后尝试优化组织结构、调整经营方式、创新品类品牌组
合、压缩成本费用等多种措施，但均未能遏制业绩下滑的总
体趋势。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
2016 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0 . 5%，降幅相比上年扩大了 0 . 4 个百分点。由于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终端大范围普及所带来的流量红利，传统大型
零售业正逐渐萎缩。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介绍，商超市场容量
的饱和，线上电商行业的冲击，租金人工成本的上升，导致
亚运村北辰购物中心这类的实体购物中心失去了价格优
势，目前大多数商场处于薄利或者亏本的状态。

新零售“跑马圈地”，传统零售加快转型

2016 年 9 月份，盒马鲜生宣布位于北京、上海、深圳等
地 10 家门店同时开业；2017 年，永辉超市的“超级物种”开
设第一家店；今年 1 月初，京东的首家线下生鲜超市———
7FRESH 亦庄大族广场店开业迎客。自阿里巴巴创始人马
云 2016 年首提新零售概念以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新零售，令国内资本、电商企业、传统零售业争相布局。阿
里、京东两大电商巨头也积极向线下延伸，在社区便利店领
域展开新一轮“跑马圈地”。

京东集团副总裁、7FRESH 总裁王笑松说，现在人、
货、场的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生鲜超市是传统超市、
餐饮和互联网跨界融合的结果，是一种复合业态。他介绍，
在未来 3 到 5 年，7FRESH 也将在全国铺设超过 1000 家
门店。

在专家看来，新零售的发展也给传统零售商提供转型
机遇。曹磊认为，随着“新零售”不断发展，深度融合线上线
下，有望成为未来主流的零售业态。近年来行业内已发生多
起线上线下相互持股、战略合作等案例，全渠道融合共赢地
加快零售行业转型步伐。

“大数据帮助传统零售商捕捉用户动态需求，新平台帮
助传统零售商缩短流通渠道，新技术帮助传统零售商提升
销售、运营水平，推动传统零售商生产销售高附加值的智能
化产品，帮助传统零售商创造新的金融生态以及金融模
式。”曹磊说。

据北辰集团介绍，北辰购物中心北苑店通过与商业运
营能力更强的知名商业机构进行合作，整体租赁给上品折
扣公司，实现了收入稳定，并成功将购物中心转型成为消费
者心目中具有区域消费价值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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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张玉清、张
汨汨)新年度开训以来，中国空军歼-20、运-
20、歼-16、歼-10C 和轰-6K 等新型战机，在练
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纲施训，推动空军新时代
打赢能力不断提升。

一声令下风雷动，振翅空天向打赢。空军某
机场，飞行员陈浏驾驶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
隐身战斗机歼-20，与歼-16、歼-10C 等多型战
机开展战术背景下的空战训练。陈浏说：“我和
战友们正迎来练兵备战的春天，一定要牢记军
人誓词，提高胜战本领，时刻准备战斗，忠实履
行使命。”

“升空就是作战、起飞就是迎敌！”空军党
委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从北国云天到
南部疆域，从华东机场到雪域高原，处处展现
空军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宏阔图景。歼-20 开展
超视距空战等课目训练，运-20 转战高原机场
远程投送，轰-6K 夜间紧急出动张弓搭箭，歼
-16、苏-30、教-10 同场起飞同步实训，歼-
11B 大机群远程机动、体系对抗，歼-10C 等
多型战机驻训高原砺剑雪域。“王海大队”所
在航空兵某旅新年首飞就在低气象、临界值
状态下进行了对抗空战。旅长郝井文说：“新
年一开训，我们首飞就是实弹，首飞就是对抗
空战。从新年第一个飞行日，就树立起实战化
训练的标尺。”

歼-20 新年展新姿，轰-6K 夜训有新意。
曾经多次警巡东海、战巡南海、砺剑远洋的空
军轰-6K 战机，连续开展跨昼夜、长航时滚动
训练，部队紧急出动能力得到检验提升。装备
轰-6K 的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郝建科表示，
要按照“三个要过硬”的战略要求，持续深化
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海上体系作战能
力，向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目
标前进。

走实训之路，练胜战之功，空军实战化军事

训练再出发。参加空军军事训练会议的空军
各级指挥员凝聚一个共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不
断锤炼空天战略打击能力、空天防御能力和
战略预警能力、战略投送能力，坚定不移维护
国家空天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升空就是作战 起飞就是迎敌”
中国空军歼-20 等多型新机实战实训制胜空天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王宾、陈
聪、鲍晓菁)入冬以来，我国多地流感呈高发
态势，有的学校班级停课。今冬的流感真的更
“流行”吗？这波流感如何防治？“流感季”什么
时候会结束？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疑问 1 ：流感为何这样重？

今冬流行一种乙型毒株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当前北半球进

入流感高发阶段。北美、欧洲等地的流感病例
数量明显增多。

我国也成今年冬季流感“重灾区”之一。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第
52 周，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仍均处于
冬季流行高峰水平，且仍呈现上升趋势。流感
病毒检测阳性率已达往年高峰水平。

“此次流感大流行是由于多重因素叠加
导致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就我国流感流行情况介绍说。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目前检
测到的主要流感病毒为一种乙型病毒，而这
一优势毒株已有多年未成为优势毒株。“这种
乙型病毒多年在人群中传播感染人数较少，
整个人群对它的免疫力低，低到一定程度，就
会在人群中造成传播发病人数大量增加。”气
候、气温、人员流动等其他因素也使这次流感
暴发“雪上加霜”。

此外，按照世卫组织推荐，我国今年采用
的是三价流感疫苗，包含甲型流感 (包括
H3N2 和 H1N1)和乙型维多利亚系流感病毒
株，但包含此次流行的乙型病毒株的四价流
感疫苗还未上市，正在等待审批。

疑问 2 ：家门口看病靠谱吗？

预检分诊、强健基层双管齐下
“早上 5 点起来排队挂号，花了几个小时

才最后拿到药回家”“医生也累得够呛，早中
晚班 24 小时连轴转”……有群众反映，多地
流感患者“扎堆”大医院，发热病人门急诊人
满为患。

多地儿科门诊专家认为，其实约有六成
就诊患儿得的是普通感冒，无需到大医院看
急诊，但有的家长看到孩子病情来势凶猛，往
往就慌了神，总想着在大医院看过才放心，这
无形中占用了过多急诊资源。

早在 2005 年，我国就建立了医疗机构发
热病人预检分诊制度，目的是及时发现并分
检出重特大的传染病病人，特别是呼吸道传
染病病人，排除传染病的普通发热患者可留
在基层进行常规诊断和治疗。

此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诊治
力量不足也是一些地区患者“扎堆”大医院的
主要原因之一。为让基层医疗机构加大收治
病患的能力，国家卫计委正重点培训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掌握诊疗知识和工作流
程，提高对流感病例的早期识别、早期抗病毒
治疗的意识和能力，减少重症发生。

同时，各地卫生计生部门也在促进家庭

医生等基层健康“守门人”加大健康宣传、健
康教育，普及流感防治核心信息，让百姓从自
身做起做好流感防控。

就此次流感暴露出的一些地区儿科医护
人员不足的现状，专家表示，这需要进一步建
立健全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完善医疗机构内
部管理机制，细化好、落实好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合理分流患者。

疑问 3 ：重点人群如何防？

“口罩君”和抗病毒药一个不能少
流感如何科学预防？冯子健说，在流行的

高峰季节老年人要尽量减少到公共场所活
动，减少人员接触。注意勤洗手等其他个人卫
生措施。如果要到公共场所活动，特别是高危
人群，要戴口罩，这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

冯子健说，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要优
先接种疫苗，以保护这些高危人群。

得了流感用什么药？焦雅辉表示，当前对
于普通流感的治疗有口服药物奥司他韦(达
菲)，还有扎那米韦吸入粉雾剂，这两年我国
又研制成功了对于重症流感患者使用的、可
以静脉治疗的帕拉米韦。

针对有群众反映的部分地区抗病毒药物
短缺问题，焦雅辉表示，为保障奥司他韦、扎
那米韦等抗流感病毒药物供应充足，各地将
为医疗机构开启临时采购通道，保证抗病毒
药物及时足量供应。国家层面会加强后续措
施落实情况的跟踪。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表示，奥司他韦等
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是流感的有效治疗药物，早
期尤其是发病 48小时之内应用抗流感病毒药
物能显著降低流感重症和死亡的发生率。

疑问 4 ：“流感季”几时休？

疫情随寒假来临而趋缓
中国疾控中心流感监测情况显示，当前，

我国南、北方省份均处于季节性流感的流行
高峰，流感活动的总体水平仍维持在较高水
平，且仍可能会继续流行一段时间。这波流感
“阻击战”何时了？

监测数据显示，各地区流行高峰和流行
持续时间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已呈现流行水
平上升趋势减缓的迹象。中国疾控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专家王大燕表示，预计流感活
动高峰还将持续一段时间，1 月中下旬，流感
活动水平预计会达到峰值。随着学校和幼托
机构寒假的来临，流感活动水平将逐渐下降。

“流感会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因为多种
毒株的循环每年不一样。”专家预计，今年乙
型 Yamagata 系毒株流行之后，到下一个流
行季节可能不会再成为优势毒株。

“疫苗接种是降低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
的最主要干预手段。”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
感规划”主任张文庆建议，老年人、儿童、孕
妇、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等流感高危人群
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汹汹”到几时 或随寒假变“老实”
权威专家解读今冬流感四大疑问

▲中国空军战机进行飞行训练（资料照片）。新华社发（陈庆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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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为打赢起飞》

今日关注 流感“阻击战”

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出通知：

2017 年入冬以来，
多地流感呈高发态势

●要充分发挥流感监测哨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
作用，进一步加强流感样病例监测与样本报告，
密切跟踪流感病毒变异情况，及时指导防控

●对重症患者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原则，集中收治到具备条件的医院
治疗，医院要对呼吸机、监护仪等重症抢救医疗资
源进行统一调配，确保流感重症患者救治需求

●医疗机构应当采购足够的抗病毒药物，保
证抗病毒药物及时足量供应。各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要为医疗机构采购
抗病毒药物提供便利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陈聪、
王宾、肖思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
家指出，今年冬季我国整体的流感流行水平
明显高于往年，是近几年来流感流行最为严
重的一次，且仍可能继续流行一段时间。

【案例】一些患者反映，此次流感病程漫
长，迟迟不见好转，有民众质疑病毒出现变种。

【解读】今年我国整体的流感流行水平明
显高于往年，是近几年来流感流行最为严重
的一次。我国流感病毒监测结果显示，今年流
行的流感病毒未发现影响流感病毒传播力、
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变异。

【案例】记者了解到，广东省近期流感集
中暴发场所都在学校，且以小学为主，其中广
州天河区一小学流感暴发，最多的一个班级
就有近 20 人疑似感染流感。

【解读】幼儿园、学校要落实晨午检制度，
出现聚集性疫情时，学校应尽早对患儿采取隔
离措施，建议患儿居家休息，避免其与班级内
其他同学接触，减少疾病传播。当家长带有流
感症状的患儿去医院就诊时，应同时做好患儿
及自身的防护(如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案例】一些家长由于担心，孩子一发烧
就着急去三甲医院挂急诊，导致一些医院儿
科急诊量剧增，往往要排好几个小时队，有
的孩子甚至没等看上病就烧到抽搐晕厥。

【解读】急诊通道应该优先让给急症患
者使用。流感和普通感冒是有区别的。流感
多由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引发，与季节相
关，北半球通常在每年 10 月至次年 5 月间
流行，2 月为高峰。流感的全身症状出现较
快，比普通感冒重。一般出现突发高热、咳
嗽、寒颤、严重的疼痛或胸部不适，还可能
引发严重健康问题，如肺炎、细菌感染等并
发症。5 岁以下儿童(尤其是 2 岁以下婴幼
儿)，易于发生严重并发症。因而一旦出现
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
改变、严重呕吐与腹泻等重症倾向，应及时
就诊，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

而普通感冒与季节无关，全年均可发
病，症状包括打喷嚏、流鼻涕，很少发热和
寒颤，乏力症状不明显，通常不引起严重的
健康问题。没有高热，也不觉得肌肉酸痛，

可在家休息或对症治疗。

未发现流感病毒耐药性变异
新华社记者对话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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