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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7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十二月初五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昨天，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通州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传达市委十三届二次全
会精神，总结 2022 年工作，研究部署 2023 年
任务。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区
委书记赵磊讲话。

全会充分肯定区委常委会 2022年工作，
一致认为，区委常委会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和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
委各项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把方向、谋大事、
强党建、抓落实、保平安，坚决服务保障好党
的二十大、全国两会、冬奥会冬残奥会、服贸
会等重大活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全
区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
潮，迅速把全区干部群众思想统一到党的二
十大精神上来。

全会强调，建设城市副中心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历史性

工程，饱含着总书记的战略思考和殷切期
待。唯有奋勇前进，才能不负时代重托；唯有
锐意进取，才能不负人民所嘱；唯有埋头苦
干，才能不负逐梦韶华。要牢记历史使命，着
力做到“六个必须”：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确
保一张蓝图干到底；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
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决心；必须坚持区域
协同，以更大作为服务和推动新时代首都发
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人
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必须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必须驰而不息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政治保障。

全会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承上启下、推动城市副中心开创新局面的
关键一年，做好全年工作意义重大。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已对明年
工作作出安排，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结合
城市副中心实际抓好落实。

全会强调，明年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

作。一是扬优势增动能，凝心聚力激发经济
发展新活力。二是开新局谋新篇，全面掀起
城市副中心建设新高潮。三是强融合助振
兴，不断发展“众星拱月”城市格局。四是重
协作促协同，全面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
堡。五是绘绿色优质效，高标准打造国家绿
色发展示范区。六是添福祉惠民生，确保人
民生活再增新色彩。七是强治理提品质，力
促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八
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城
市副中心建设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全会强调，城市副中心既是党员干部施
展才干的“舞台”，也是检验工作的“擂台”，要
敢于担当，不仅要种好“责任田”，而且要敢于
挑战新高度。要善于作为，把本领不足的危
机感和求知若渴的紧迫感转化成广思勤学的

“真功夫”，通过实践不断获取“活知识”。要
廉洁为民，一如既往地以“赶考”的清醒和坚
定，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会强调，临近年终岁尾，要全力确保疫

情防控平稳有序，推动各项优化措施落地见
效，科学有序把工作重点由“防感染”转到“保
健康、防重症”上来。坚持高质量发展高线，
守好安全发展底线，对照年初确定目标全力
冲刺，全速推进各行业各领域复工复产，明年
要力争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稳”“开门红”。
打好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两节期
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认真做好值守应急
和各类节庆活动安全保障，让群众过一个祥
和幸福的元旦和春节。要筹备组织好区七届
人大三次会议和区政协七届二次会议。

全会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捍卫“两个确立”，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埋头苦干、锐意进
取，为新时代首都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会听取并审议了区委常委会工作报
告，审议了区委常委会抓党建工作情况报告，
讨论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报告，审议通
过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第七届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

区委七届五次全会强调

深 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凝心聚力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赵磊讲话

本报记者 金耀飞

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3%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
现 540亿元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保持千亿规模，建安投资总量保持
全市第一，持续为全市经济大盘添秤
加码……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区委七
届五次全会上了解到，一年来，城市
副中心坚持首善标准，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经济指标
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生机勃发
态势持续发展。

230项重点项目强力推进

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
化。城市副中心充分发挥承载重大
项目“主阵地”的作用，持续保持千亿
级投资强度，以全面发力、攻坚突破
之势强力推进 230 项 重 点 项 目 建
设。城市绿心三个文化设施基本完
工，人文新地标展露初容。东六环
入地改造西线隧道首段贯通，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进度超
四成，6 号线南延、M101 线、通马路
交通枢纽等一批工程加快推进，副
中心联通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网
络加快成型。重要功能区多点开
花，行政办公区二期加快建设，运河
商务区新投用 30 万平方米，文化旅
游 区 车 辆 段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开 工
建设。

城市更新成效突出，引入社会
资本参与西营前街等社区级家园中
心建设，南大街保护更新项目启动
腾退，北小园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等
项目入选全市城市更新“最佳实践”
案例，一批背街小巷综合治理片区
建成达标，清新亮丽、宜居宜游的老城新貌跃然而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迈进更高水平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
高水平迈进。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全面发力、纵深推进，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产
业链深度融合，连续四年举办北京通州与廊坊北三县
项目推介洽谈会，今年 37 个推介项目完成签约；研究
制定通州区与北三县区域内差异化新增产业禁限目
录，推动构建“研发试验-成果转化-科技孵化-产业
化”一体化产业链条。

交通一体化格局加快形成，京唐城际铁路即将通车
运营，地铁平谷线、厂通路等道路加快建设，觅子店等检
查站前移至河北段。

区域生态空间加快构建，潮白河生态绿带等交界地
区生态规划深度衔接，大运河京冀段 62公里实现历史
性旅游通航，机动车超标排放信息实现共享，执法督查
专班共同监督贴边建设行为。

公共服务合作稳步实施，设立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
区，潞河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与北
三县医疗机构组建医联体，3654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区
域通办。坚持与雄安新区错位发展、互为促进，“两翼”
合力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成效。（下转2版）

深入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习贯彻党的二二十大精神十大精神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座位没怎么坐就快到家了

生日惊喜生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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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孙梦楠是京广高铁通车时
的乘务员，十年后，孙梦楠已经作为列
车长值乘京广高铁列车。“从 300 公里
每小时到 350公里每小时，从 1小时 45
分到 1 小时。虽然只是北京到石家庄
站的变化，但是身为乘务员的我亲身感
受到了乘客对铁路的认可。”

北京西站 036 爱心候车室负责人
王琳娜对于十年前京广高铁的全线贯
通仍然记忆犹新。“那天天气特别冷，但
我和同事们都热血沸腾。G801次动车
组从北京西站18站台驶出，8个小时后
抵达广州，京广高铁全线贯通，这也标
志着北京西站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作为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提供爱心服务的北京西站036候车室，
036 第五代传人的王琳娜和她的同事
们平均每天接送轮椅等特殊重点旅客
200多人次，高峰时达300多人次，平均
每人每天步行十公里。

十年来，北京西站始发的京广高
铁列车也从最初的图定 60 对增加到
现在的图定 107.5 对。北京西站京广
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1.74 亿人次。王
琳娜也带领着 036 班组的同事们不
断改进服务经验、提升服务品质，为
重点旅客提供更加温馨、细致的爱
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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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发送旅客 16.9亿
人次，成为无数旅客出差、
返乡、旅行的首选。在京
广高铁“十周岁”生日之
际，“轨道上的京津冀”进
一步提速，北京与石家庄
之间直达列车缩短行驶时
间至 60分钟，首都一小时
圈迎来了“新朋友”。记者
采访了京广高铁第一批乘
客、第一批乘务员、随车机
械师等人，讲述提速背后
的故事。

昨天早上 7 时 30 分，从北京西站开往
南昌西的 G891 次列车开始检票进站。这
不仅是京广高铁开通十周年的首趟列车，
也是北京至石家庄一小时直达的首趟列
车。从这趟列车开始，北京与石家庄之间
每天将有10对列车可以做到一小时直达。

5 车厢的乘客率先发现了与以往列车
的不同之处——车厢内就像一个生日派
对，五彩斑斓的气球、庆祝京广高铁开通十
周年的横幅、形状为“Happy Birthday”的装
饰……看到小乘客上车，乘务员热心地递
上了玩具，同时乘务组还进行了京广高铁
十周年的互动答题，乘客们的热情一下调
动起来了。

8 时 05 分列车准时发车了，只用了 20
多分钟，车辆就驶离北京来到河北。一些
乘客透过车窗看到了沿途的高碑店东、涿
州东、定州东等车站的变化。老家在涿州
的乘客韩先生说，“原来涿州火车站特别
小，从进站到上站台直线距离也就 100 多
米，现在不仅车站宽敞大气，而且每天去
北京的车辆特别多，虽然住在河北，但是
感觉去北京就像坐公交一样。”

刚刚拿到玩具的小乘客坐上列车也很
开心，她拉着母亲来到餐车选购了牛肉干、
酸奶、饼干等零食，不仅如此她还看上了餐
车上售卖的复兴号动车组模型。孩子母亲
说，“今天带着孩子回石家庄看望老人，没
想到赶上了一个小时直达的列车。孩子对
车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拉着我到处
看，座位没怎么坐就快到家了。”

9时05分，G891次列车进入石家庄站，
大量乘客在此下车。记者注意到，乘客中
提着行李的很少，相反都是“轻装上阵”。

“来石家庄办事，中午吃完饭就回北京。一
小时直达太方便，这几年铁路提速真是给
了乘客不少惊喜。”一位乘客说。

G891 次餐车的末端有一间不起眼的
小屋，这是随车机械师王冠威的工作间。
屋子内有一个清晰的大屏幕，上面显示着
车辆运行的情况，以及车辆各个点位的参
数，如果出现故障屏幕会第一时间“预
警”。王冠威手中还有一台终端，与车辆系
统的数据实时联通。“我每次巡查时，能随
时了解车辆动态。”王冠威说。

记者了解到，与“和谐号”高速动车组
相比，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实时监控项
点多达 2700余项，可以批量应用以太网传
输监视数据，基本实现车辆关键子系统及
部件的运行状态检测和集中监控。同时，
复兴号还增加了受电弓监控系统和移动手
持终端，随车机械师可以随时监控动车组
运行状态，不止局限于监控室内。

北京动车段南所乘务车间动车组机械

师于洪亮是京广高铁第一代随车机械师。
他担任过 2000余趟动车组的值乘任务，默
默保障动车组安全运行，让旅客安全舒适
度过这段旅程。“那时候北京动车段配属的
动车组车型有 7 种，走广州用的主要是
CRH380AL型动车组和CRH2E动车组。”
当时服务的车型，到今天于洪亮依然记得
清清楚楚。

于洪亮说：“走京广最难的不是动车组
突发情况有多难处置，而是每天都会忘了
四季。”京广高铁开通第一年冬天，他值乘
京广高铁，从北京西站出发，一路向南到
了广州南站。这期间他一件件把身上的
衣服脱下，动车组空调也由制热变成了制
冷，那由凉到热的经历，于洪亮现在想想
还是一句话：“京广高铁真不赖，早穿棉袄
晚穿纱。”

早穿棉袄晚穿纱

一天四季一天四季

北京人小郭可以说是京广高铁的第
一批乘客。2010年，小郭考上了郑州的大
学，从那时起，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这
些城市，她每年都要经过好几次。“当时没
有京广高铁，我是乘坐 D 开头的列车，抵
达郑州需要 5个半小时，到石家庄也要两
个半小时。大二那年，京广高铁开通了，

直达郑州的列车两个半小时，去石家庄也
就1个多小时。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高
铁的速度。”

如今，小郭已经大学毕业多年，她因
工作需要偶尔要往返北京与石家庄。“上
午到了，下午就能回家。现在只要是京津
冀区域都能当天往返。”

京津冀区域更通达

当天往返当天往返

乘客对铁路越来越认可

亲身感受亲身感受

占地 10.7万平方米的石家庄站是
京广高铁线路上的重要车站，这座与
京广高铁同龄的车站已经由最开始的
一天 69列高铁，增加至 359列高铁，线
路辐射北京、承德、廊坊、邯郸等地，已
成为京津冀的重要铁路枢纽。

李伟是石家庄站的一名客运值班
站长，工作18年来，她守护着南来北往
的旅客，见证了京广高铁开通以来石
家庄站十年来的变化。京广高铁全线
开通运营 10周年，石家庄站也搬迁 10
年了，早在线路开通前30天，李伟作为
筹备人员提前介入，参与制定细化了
石家庄站高铁服务标准、措施、流程及
各种突发应急处置预案。

京广高铁开通伊始，石家庄站开
行列车明显增加，而且新火车站的候
车面积是老火车站的4倍多。车多、站
大，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随着增大。
李伟说：“刚开始时，旅客对车站不熟
悉，我们就加强宣传引导，那时候问询
处经常围一圈旅客，经常一个多小时

下来，就是口干舌燥。”
2012年高铁检票口就已经安装自

助检票闸机，当时旅客对于高铁的概
念还停留在以前乘坐普速列车的时
候，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检票时，旅客
经常在人工检票口排队，自助检票口
前却寥寥无几。每当见到类似现象，
李伟就拿着喇叭在检票口对旅客进行
宣传引导和示范。如今，旅客从开始
检票到进入站台，300多旅客不到15分
钟就全部通过了。

李伟从事客运服务工作 18 年，其
中有10年的高铁服务经验。从绿皮车
到和谐号，再到复兴号；从人工验票、
验证到刷脸进站，李伟见证了中国铁
路的飞速发展。“如今，北京到石家庄
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而且根据 2023
年第一季度的运行图，又从石家庄始
发了不少线路。京津冀协同的深化作
为铁路人真是深切体会到了。欢迎京
津冀地区的朋友们乘坐高铁来石家庄
做客。”

十年见证中国铁路飞速发展

新站变枢纽新站变枢纽

从北京西站出发1小时即可抵达石家庄。

GG891891次列车抵达石次列车抵达石
家庄站家庄站，，标志着河北省会标志着河北省会
石家庄正式融入环首都石家庄正式融入环首都11
小时交通圈小时交通圈。。

车厢内经过精心布置，乘客与乘
务员共庆京广高铁开通十周年生日。

列车运行状况不仅可以在触
摸屏上显示，也可将所有数据实时
发送到随车机械师的手持终端上。

昨日早七点多，京广高铁开
通十周年的首趟列车即将出发。

发车前，乘客来到车头打卡留念。

本版摄影 常鸣

副刊·热点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稳
中
有
进
进
中
提
质

城
市
副
中
心
保
持
生
机
勃
发
态
势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岳阳
李燕 张博）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悉，昨天零时
起，全国铁路实行 2023年一季度列车运行
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 6046
对，较现图增加 63对；开行货物列车 10894
对，较现图增加50对。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按照
2023年一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后，“轨道上
的京津冀”加速形成，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北京至天津滨海新
区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开通运营后，京

津冀地区铁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新图每
日安排开行 9对城际列车，北京至唐山、秦
皇岛、北辰等城市间的列车运行时间得到
压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便利，将为区
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同时，石家庄至承德高铁运行时间进
一步优化压缩。今年 10月份，石家庄至承
德直通高铁列车正式开行，结束了承德市
与河北省会石家庄不能高铁直达的历史，
得到了沿线群众广泛欢迎。本次铁路列车
运行图调整，对承德至石家庄高铁运行站
点和时间进一步优化，增加停靠定州东站、

兴隆西站，同时将此前的将近4小时运行时
间进行了压缩，其中承德至石家庄 3 小时
24分钟，石家庄至承德3小时40分钟左右，
沿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此外，廊坊至石家庄开行直通高铁列
车。每日安排开行 1 对廊坊至石家庄、邯
郸东的高铁列车，全程运行 3 小时 30 分
钟，途经天津西、白沟、白洋淀、保定东、石
家庄、邢台东等车站，直达石家庄站仅运
行 2 小时 42 分钟，有效解决廊坊市区往返
石家庄、雄安新区、邯郸等方向没有直达
高铁列车的问题。（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岳
阳 尚玉玲）昨天，京广高铁迎来 10周岁

“生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局集团公司）获
悉，从昨天开始，京广高铁继续“提速”，
北京西站至石家庄站之间每天开行10对
60 分钟直达列车，石家庄正式融入首都
一小时经济圈。

昨天清晨 7 时，乘坐早上 8 时 05 分
的 G891 次高铁列车的乘客陆续走进北
京西站候车大厅。“看车票上，一个小时
就到石家庄了，肯定赶得上 10 点的会
议。‘轨道上的京津冀’总能带来惊喜。”
乘客李先生说。

京广高铁给沿线河北地区的车站也
带来了新变化。北京局集团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京广高铁的开通，给河北省带
来新的发展动能。石家庄站日均开行京
广高铁列车数由最初的 67对，增加到目
前 169.5对。十年来，石家庄站京广高铁
累计发送旅客 2.14亿人次。伴随着津保
铁路、石济高铁等线路开通运营，铁路部
门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服务保
障，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让高铁的发展
成果惠及更多的沿线百姓。目前，邯郸
东站、邢台东站、保定东站、涿州东站均
有去往北京的始发高铁。

北京至石家庄的提速只是京广高铁
开通十年变化的缩影。记者了解到京广
高铁开通十年来，全线累计发送旅客16.9
亿人次。据北京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年来北京西站始发的京广高铁列车从
最初的 60 对增加到现在的日常 107.5
对。“北京西站京广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
过 1.7亿人次，这个数据占据了北京西站
发送旅客数量的60%。”该负责人说。

除了发送旅客数量成倍增加，京广
高铁上行驶的列车也有质的飞跃。据
北京动车段相关负责人介绍，京广高
铁从最初的 CRH380A/AL 和谐号动车
组到现如今 CR400AF/BF 复兴号中国
标准动车组，列车运行速度从最初的时
速 300 公里，增长到如今的时速 350 公
里。北京动车段北京南乘务车间机械
师王冠威介绍，与和谐号高速动车组
相比，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实时监
控项点多达 2700 余项，可以批量应用
以太网传输监视数据，基本实现车辆
关键子系统及部件的运行状态检测和
集中监控。增加了受电弓监控系统和
移动手持终端，随车机械师可以随时
监控动车组运行状态，不止局限于监
控室内。

“轨道上的京津冀”再提速

石家庄融入首都一小时经济圈

相关新闻<

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调整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开通在即

早上早上88时时0505分分，，GG891891次高铁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次高铁列车从北京西站出发，，一小时后抵达石家庄站一小时后抵达石家庄站。。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