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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多云 4℃~13℃ 风力：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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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实举措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区“声”入人心

守正创新 把“民生之盼”变为“民生之赞”

区医保局… 推动智慧医保建设普惠民生

区妇联… 宣讲轻骑队奔赴基层“微宣讲”

区文联 … 坚持守正创新 讲好滨城故事

今年28岁的侯伟在中铁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项目部综合办公室工作。

之前在北京跟随其他项目时，家乡在山

东省寿光市的她每次回家都需要乘坐高

铁到青州市，再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回

家。得知能在滨海新区参与津潍高铁建

设项目时，她用“缘分”形容自己和这个

项目的关系：“津潍高铁在我的家乡寿光

市设了中途站，经过我们的努力，希望有

更多在滨城工作的潍坊人、寿光人能够

乘坐上这趟高铁，以拉近我家乡人民与

滨海新区的距离。”承载着众人的期待，

11月6日上午，美丽“滨城”建设“十大工

程”中的重点项目——津潍高铁项目在

滨海新区正式开建。

有序推进
展现高铁“快”速度

津潍高铁起自京津城际铁路延长线

滨海站，终至济青高铁潍坊北站，全长约

348.9公里，设10座车站，是我国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

通道的组成部分。全线区间设 1 座隧

道，为津沽海河隧道，将在滨海新区下

穿海河。

津潍高铁天津段开工刚过半个月，根

据建设内容和施工控制型节点，施工单位

着手进行了大型临时构建场地选址以及

为正式施工填垫临时道路工作。为了保

证工程各关键节点顺利完工，区交通运输

局与区发展改革委、区城投建设发展公司

等相关单位成立项目工作专班，与市有关

部门进行紧密对接。“我们在项目开工前

期完成了土地类别、权属调查、跨河跨路

意见征求、取土弃土场选址、专项债券申

报等大量涉地工作。”区交通运输局综合

交通室副主任苏金奎介绍道。

“快”是津潍高铁建设的一大特点。

在国家发改委提出“坚持适度超前推进

重大工程建设”，对交通、能源等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领域重点支持，加强沿海沿

边沿江等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加快构建

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背景下，津潍

高铁创下了国内高铁从立项到开工的最

快纪录——当年立项，9个多月实现开工

建设，预计工期为5年，2027年完工。

攻坚克难
采用先进技术设备

津潍高铁先开段的项目驻地位于长

芦海晶盐场附近，整体施工也将从这里

开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

对盐田进行排水，为后续建设做好准

备。工程之所以选择从此地开始，是为

了减少施工对城区交通的影响，最大程

度减少施工干扰。“先开段工程将以隧道

的形式穿越海河，这里铁路、道路密布，

管线众多，建设环境十分复杂。”津潍高

铁先开段现场负责人刘志坚向记者介绍

道，“在隧道设计中，我们将采用圆形断

面，钢筋混凝土预制管片衬砌，以达到加

固支护等作用。” （下转第二版）

维修再制造
盾构机重获新生

对多数人来说，盾构机可能并不是

一个熟悉的设备，毕竟它常年混迹于地

下。走进中铁装备天津公司的生产车

间，盾构机硕大的刀盘、庞大的身躯一下

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通常盾构机都非

常巨大，像这台土压平衡盾构机的直径

达 11.16 米，长度超 100 米。目前，这台

设备已完成组装并成功下线，预计12月

底发往土耳其。”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车间还有其他 5 台不同类型和

尺寸的盾构机正在加紧制造。

记者注意到，除新机制造外，更多再

制造的“大国重器”在这里获得新生。“再

制造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在旧盾构机

设备的基础上，运用新设计、新技术，采

用更优化的配置，进行一次新的升级制

造，以满足现有掘进要求。”中铁装备天

津公司技术人员介绍说。

目前，中铁装备天津公司积极推进

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大力开展盾构机

再制造业务，先后生产国内百余台再制

造盾构机，完成刀盘新制、系统改造等多

类型盾构机再制造任务，服务一大批在

建重点项目。

（下转第二版）

两部门推出 16 条金融举措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23日

公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工作的通知》，推出16条金融举措，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两部门当日公布的通知明确，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房地产长

效机制，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保持房地产融资合理适度，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

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通知提出，稳

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

需求，稳定建筑企业信贷投放，支持开发贷款、信

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保持债券融资基本

稳定，保持信托等资管产品融资稳定。

在“保交楼”金融服务方面，通知提出，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按照有关政策

安排和要求，依法合规、高效有序地向经复核备

案的借款主体发放“保交楼”专项借款，封闭运

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

宅项目加快建设交付。同时，鼓励金融机构提

供配套融资支持，推动化解未交楼个人住房贷

款风险。 （下转第二版）

三部门加大力度推广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

据新华社电 记者23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

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组织

开展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

申报工作。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释

放“科技+养老”效应，让“智慧养老”助力“老有

所依”。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产

业发展。不久前，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数字化

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2022—2025

年）》，明确围绕健康、医疗、养老等大力发展“互

联网+消费品”。市场上，聚焦智慧健康养老的

创新同样活跃。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有1800余家智慧健康养老相关企业。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用科技提升老

年人生活品质，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织开展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

目录申报。

申报范围有以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年辅

助器具类智能产品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以及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内的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申报的产品应在功能性、易用性、可

靠性、安全性等方面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申报

的服务应能精准对接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

求，深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1至10月全国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86.3%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23日通报，今年1

至10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6.3%，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

点。其中，PM2.5、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同比均有所下降，但臭氧平均

浓度同比上升6.4%。

从重点区域看，前10个月，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6%，同比上

升 0.1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40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2.4%；臭氧平均浓度为184微克/

立方米，同比上升4%。其中，北京市1至10月的

优良天数比例为 77%，PM2.5 浓度同比下降

9.4%，臭氧平均浓度同比上升18.8%。

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1至10月的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82%，同比下降4.7个百分点；PM2.5

和臭氧的平均浓度同比均有所上升。

1 至 10 月，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66.6%，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PM2.5平

均浓度同比上升7.9%；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持平。

生态环境部还公布了168个重点城市空气

质量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城市名单。前10个

月，拉萨、海口和舟山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渭南、荆州和驻马店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021年12月9日，伴随天津市轨道

交通Z2线一期工程开工，总投资超5700亿元、建设力度空前的美丽“滨城”

建设“十大工程”正式启动，新区再次吹响全面建设新时代美丽“滨城”的冲

锋号角。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定位、加快构建“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全

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建设是提升滨城发展张力与活力的关键之举

和攻坚之战，也是新区扎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必将让

群众增添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时隔近一年，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再次走进美丽“滨城”建设“十大工

程”施工现场，实地走访追踪工程项目，并于即日起推出“聚焦美丽‘滨城’建设

‘十大工程’”专栏，全方位报道工程项目进展，讲述建设者的奋斗故事，为建设

滨城、发展滨城、热爱滨城进一步营造浓厚氛围。

创国内高铁从立项到开工最快纪录 预计2027年完工

津潍高铁建设跑出滨城速度
■ 记者 果琳 报道

开
栏
语

■ 津潍高铁起自京津城际铁路延长线滨海站，终至济青高铁潍坊北站，
全长约348.9公里，设10座车站，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沿海通道的组成部分

■ 津潍高铁创下了国内高铁从立项到开工的最快纪录——当年立项，
9个多月实现开工建设，预计工期为5年，2027年完工

■ 该工程同时将津潍津秦联络线引入滨海西站，实现津潍高铁与津秦
客专的跨线客流直达秦皇岛，为打通东北方向客流通道创造了条件，便于东
北与山东及上海方向的旅客出行

滨城产盾构机在全球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大国重器”闯出国产品牌新天地
■ 记者 张广艳 报道 中铁装备供图

中铁装备天津公司生产车间中铁装备天津公司生产车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

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

际合作平台”，并要求继续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企业利用滨海新区的

“一带一路”支点作用，积极“走出去”，既响

应了国家倡议，又为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

攻克一系列核心关键再制造技术，

不断抢占世界隧道掘进机再制造技术制

高点。短短一句话，很难全面概括中铁

装备天津公司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在这

里，复杂的地质条件并不是难以逾越的

技术障碍；在这里，再制造盾构机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彰显出中国制造的强劲实

力。从跟随到赶超，我们有理由相信，更

多的“大国重器”将从这里一路高歌掘

进，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

盾构机，号称“地下蛟龙”，是名
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记者近日来到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
装备天津公司”），探访盾构机这一
“大国重器”如何一路掘进，闯出国
产盾构品牌新天地。

在这里，6年前还是简单的生产
组装，如今却已攻克一系列核心关
键再制造技术，不断抢占世界隧道
掘进机再制造技术制高点，实现从
“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增进台湾同胞福祉

滨城：台企温暖的家

昨日，滨海新区公益组织——滨海新区疆北湿

地保护中心参与救助和养护的三只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东方白鹳在天津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放飞。

据悉，这3只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30日由宁河区

林业局在一处高压输变电铁塔上救助的，后经市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委托滨海新区疆北湿地保护中心主

任王建民和志愿者马青山进行饲养和野化训练。在

滨海新区长芦汉沽盐场鸟类救助站，新区企业出资

搭建了野化训练大棚。这3只东方白鹳在新区志愿

者们的精心养护下，经过5个多月救助和照料，终于

被放归了大自然。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新区公益组织精心养护

送东方白鹳

回家家

放飞现场放飞现场

被救助的东方白鹳被救助的东方白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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