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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潞城林场，占地面积100亩的保育
小区野趣横生。山斑鸠出没觅食，伸直
了脖子十分警惕，野兔蹦蹦跳跳在草丛
中扑出翩翩飞蝶……这些有趣的画面，
都被“森林之眼”红外线摄影机收录下
来。保育小区是系统性逐步恢复野生动
植物栖息地环境，促进区域生物多样性
恢复和维持的方法之一。像这样的保育
小区在城市副中心共有 27个。其中，潞
城镇、于家务乡、西集镇三处保育小区还
入选了去年全市“十佳”。

位于西集镇东部的市级生态林养护
示范区里，“昆虫旅馆”成了这里的“网红
设施”，远远看去像是一座座造型各异的
小木箱，走近细瞧，会发现箱体里摆满了
大大小小的空心木筒，还撒有木屑，喜鹊、
松鼠、甲虫们不仅可以“拎包入住”，还能
越冬、躲避自然灾害，甚至繁育、栖息。

“在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里，天上飞
的、地上跑的、草丛里爬的，甚至土壤中
的微生物，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也都会发
挥各自的作用。这些本杰士堆、昆虫旅
馆等，为鸟类和小动物们提供了良好的
栖息、繁殖和觅食场所，这不仅让生态系
统更加完整，也提升了区域生物的多样
性。”西集镇林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
前在林地里很少能见到小动物，如今能
经常碰到，已吸引野兔、蛇、野鸡、刺猬等
十余种野生动物在此“安家”。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核以
疏林草地为主，限制对游人开放，不设路
灯，给动植物生长留出弹性，为飞禽走兽

提供最原始的自然生存环境。“动物在其
中休息、繁育，时间长了形成延续性，可
能一代一代都会过来。”北京生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中心生态研究室主任钟震宇
说，2021年年底，他们组成城市副中心生
物多样性调查小组，以大运河通州段、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等地为重点进行调查、
观测和评估，旨在搞清楚各种生物在通
州的分布规律，对其现状和受威胁状况
进行评估。

据钟震宇介绍，此次调查以鸟为“先
锋”，一是由于鸟类更容易监测，同时，它
们也是生态指示性物种。未来，植物、昆
虫、两栖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也将作为
监测的对象。调研报告显示，2022 年小
组共组织实施调查 9次，同比 2021年，增
加了野外动物监听及红外相机监测等手
段。在鸟类方面，2022 年共调查到鸟类
102 种，分布于 14 目、34 科、63 属。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种，为黄胸鹀。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13 种，分别为大天鹅、鸳
鸯、凤头蜂鹰、黑翅鸢、雀鹰、白腹鹞、普
通鵟、长耳鸮、短耳鸮、红隼、云雀、红胁
绣眼鸟、红喉歌鸲。同比 2021年调查种
类增加 32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增加 1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增加5种。

在 2022 年调查中，小组还记录到维
管束植物71科172属225种，其中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植物种类较多，但是以栽培
植物为主，栽培植物 164种，占到植物种
数的 72.89%左右，体现了该区域人造生
境的重要特点。

常住
本报记者
冯 维 静

一 群 喜 鹊
围拢在一只大
鵟附近“招朋引
伴”；东方大苇
莺把巢建在芦
苇里，小蝗莺与
矛斑蝗莺隐秘
在 侧 ；潮白河
畔，原本蛰伏的
虎斑颈槽蛇，正
享受冬天里的
“日光浴”，保证
身体最基本的
温度储存……
在城市副中心，
一场场别开生
面的“野生动物
聚会”正在悄悄
进行。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周末到潮白河畔
放松的市民李先生被园中有鸟、林中有水、林水
相依的湿地森林景观深深吸引。近年来，大运
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张家湾公园、
马驹桥湿地等一大批绿色空间，成为了鸟儿的
天堂。在候鸟迁徙季，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
萧太后河、凤港河，更是成为了供鸟类觅食、补
充体力的“驿站”。

每年9月初至10月底，候鸟们开始大批集结
准备南下过冬，此时正是在副中心观赏候鸟迁
徙的最佳时节。凉水河畔，上千只白鹭结伴成
群飞临这里，它们时而翩然飞起，时而水中嬉
戏，体形纤瘦，姿态柔美，仿佛水面上的舞者，白
鹭、浅滩、藕塘勾勒出一幅和谐美景。

白鹭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喜欢栖居
在稻田、河岸、沙滩、泥滩及沿海小溪流中，被称
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
测鸟”，享有“环保鸟”的
美誉。从偶尔发现的一
两只，到如今种群上千
只，这群“贵客”可不是过
路候鸟，而是长期在此落
户的副中心“老住户”。
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副会
长马德成告诉记者，这些
年，副中心的珍稀鸟类多
了不少。“比如震旦鸦雀，
以前在副中心很难见到，
这两年在萧太后河的芦
苇里面，我们就发现震旦鸦雀在繁殖、育雏。青
头潜鸭、斑背潜鸭也都是珍稀候鸟，迁徙过程中，
它们都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的湖心岛上休息几
天，再继续迁徙。”

虽然寒冬萧瑟，但在副中心千年守望林里，却
蕴藏着新的生机。秋天结果的金银木、海棠、平枝
栒子、天目琼花等植物，还有不少红彤彤的果实挂
在枝头，不少雀鸟叽叽喳喳跳跃在枝头，啄食果实，
这里已成为众多野生鸟类的栖息地。“这些果子都
是鸟儿爱吃的美食，再加上旁边就是镜河，饮水特
别方便，林子里的隐蔽场所也很多。有吃有喝有
住，小动物们愿意来并不稀奇。”市园林绿化局有关
负责人说，这两年冬季，他们在巡查千年守望林冬
季养护情况时，连续多次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
耳鸮在油松林里出没。除了长耳鸮，相关专业部门
在千年守望林周边还观测到红隼、白鹭、戴胜、柳
莺、野鸭、黄脊翎、白腰朱顶雀等34种野生鸟类。

副中心最出名的“鸟明星”要算大鸨了，2022
年 11月，台湖镇水南村一片收割后的玉米地里，
两只年初离开副中心北飞的大鸨再次归来越冬，
这已是大鸨在副中心过冬的第七年了。大鸨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其为
世界易危物种。据统计，大鸨在世界上的数量只
有数千只，被观测到的几率非常小。城市副中心
爱鸟会会长羿健介绍，在这片农田里，爱鸟志愿
者们先后记录到猎隼、黑翅鸢、白尾鹞等多种国
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觅食栖息。

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年底，城市副中心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
达 359种。

被誉为“北方水城”的城市副中心
汇聚着 19条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极为
丰富。

去年年初开始，野生动物观测者在
萧太后河、凉水河等流域多次发现了金线
侧褶蛙，而这种生物此前一度被认为已经
绝迹。金线侧褶蛙是两栖动物中最能代
表北京的物种，也被俗称为金线蛙。1880
年，法国自然学者Fernand Lataste根据采
自北京的标本发表并命名了这个物种。

在城市副中心北运河五河交汇处，通
惠河与北运河、温榆河、小中河、运潮减
河，共同汇聚成一片 750亩的宽阔水面，
这块水域水面之上，黄菖蒲、水葱、千屈
菜、鸢尾等挺水植物在微风吹拂下摇曳生
姿；水面之下，苦草、菹草、金鱼藻、轮叶黑
藻等沉水植物与鱼虾河蚌相伴；河床底
部，卵萝卜螺、环棱螺、中国圆田螺、纹沼
螺等底栖生物成为水底清道夫，改善水生
态环境。

如今，北运河水质全年平均达到地表
Ⅳ类水标准。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水生
植物已多达26种，鱼、虾以及贝类等水生
动物60余种。

就在前不久，在镜河水域首次发现
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四角刻叶
菱。“目前发现的四角刻叶菱长势较
好、藤蔓茂盛，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且存在向外生长趋势。”北运河管理处
工作人员介绍，四角刻叶菱资源十分
稀少，此次在镜河水域发现，标志着镜
河水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根据《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
镜河水生态健康综合评价由 2018 年的
亚健康水平提升至 2021 年的健康水
平。镜河水质持续改善，生态多样性显
著增加。镜河水域已发现睡莲、菖蒲、狐
尾藻等近 20 种水生植物；中华新米虾、
纹沼螺、铜锈环棱螺、联纹小叶春蜓等底
栖动物 13 种；斑嘴鸭、棕背伯劳、黑水
鸡、白鹭等鸟类 15种，其中包含小天鹅、
红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鲢、鳙、子陵
吻虾虎鱼、黄黝鱼、鲫鱼等鱼类1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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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 1 月初对
外发布《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2）》。
测算结果表明，2013-2020 年，京津冀协
同创新指数从 100增长到 417.27，年均增
速达到22.64%，其中2018-2020年保持高
速增长，说明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协同创新指数北京增长最多

《指数》从京津冀整体、三省市和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3个空间层面，分别构
建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指数包括创
新能力、科研合作、技术联系、创新绩效和
创新环境等5个一级指标，以及11个二级
指标、22 个三级指标，重点测度分析了
2013-2020 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发展
趋势。从一级指标看，2013-2020年京津
冀的创新能力、科研合作、技术联系、创新
环境四个指标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而创新绩效指标也在 2020 年止跌回升，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
大学首都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国平介绍，
从三省市情况来看，北京的协同创新指数
从 716.81 增长到 1132.13，是三地中增长
最多的，体现了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李国平说：“北京
的创新能力、科研合作、创新环境等大部
分指标都继续保持增长，总体来看，仍然
保持着良好的创新增长水平。”天津的协
同创新指数从 505.01 增长到 593.28，在
2019-2020 年增长尤其多。河北的协同
创新指数从 100增长到 263.61，取得了明
显进步。

北京创新外溢效应明显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表现亮点频
现。京津冀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从 2013 年 的 3.22%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4.39%，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从
2013 年的 431940 人年增长至 2020 年的
551978人年。近年来京津冀创新产出也
大幅增加，北京的高水平论文、高质量专
利、标志性技术成果不断涌现，原始创新
水平不断提高。

京津冀科研合作网络快速生长，形成以北京为核心，京
津为主轴，京保石为次轴的结构。京津冀三地间科研合作大
大加强，从2013年至2020年，三地合作发表论文数从3085篇
增长到6871篇，科研合作网络密度从0.769增加到1。京津冀
三地间技术合作网络日益完善，从 2013年至 2020年，京津冀
三地合作专利数量从 5252件上升为 11611件，增长了 121%；
其中与廊坊、保定、沧州等周边地区的技术合作增长趋势尤
为明显。

李国平提到，三地间基于创新链产业链的合作不断加
强，北京创新外溢效应明显。截至 2020年，北京输出到津冀
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过1200亿元，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
地分支机构累计达9000多家。（下转2版）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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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薇）春节临近，为了
早日实现隧道贯通，东六环改造工程施工
现场一片火热，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就地过
年，铆足干劲推进盾构机持续向前，最高
日进尺达 24 米，打破同类直径盾构掘进
纪录。

东六环改造工程是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重点
项目，是国内在建最大、最长的城市地下公路
盾构隧道。在地下几十米深处，盾构机正在
按照自己的节奏有序推进。“东六环改造工程
路线全长约16公里，其中盾构段长7.4公里，
西线隧道采用‘京华号’进行掘进，东线隧道
采用‘运河号’盾构机进行掘进。这两台直径
达16.07米的超大直径国产盾构机正一前一
后，共同在地下挖掘隧道。”首发建设公司东
六环项目处负责人何历超介绍，目前，东西线
隧道盾构机均开启第二段隧道掘进，实现了
工程重大节点突破。

跟随着施工人员的脚步，记者来到了地
下施工现场，眼前的隧洞如长龙一般，一眼
望不到头。盾构机内更是宽敞明亮，一串串
小红灯笼高高挂起，洋溢着新年的融融暖
意。在驾驶室，盾构机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
液晶显示屏，上面展示着盾构推进速度、刀
盘转速、送排泥流量、切口压力、泥浆泵转
速、注浆压力等参数。盾构机司机需要时刻
注意着数值的变化情况，动态调整掘进参
数，确保盾构安全。工人们忙着拼装管片、同
步注浆、螺栓复紧、运输材料，施工井然有序，
一环扣一环。

“盾构机开始第二段隧道掘进后将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考虑到环境安全、盾构
机姿态、施工进度等因素，春节期间，盾构
机仍正常掘进。”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
司东六环项目部项目总工吕计瑞说，“这个
春节项目部有3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
家放弃了和家人团聚，就是要力争实现‘开门
红’，抢抓时间节点，向着隧道贯通的目标全
力冲刺。”

由于超大直径盾构机施工并没有相关
的行业标准可供参照，项目部一路走来可
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后成功穿越运潮
减河、京哈铁路、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地铁 6 号线等重要环境风险源
40 处，其中特级 5 处、一级 7 处、二级 7 处、
三级 21 处。“每一次穿越风险源，项目部都
会在之前经验基础上不断收集盾构机参
数数据进行分析复盘，经过前期摸索和经
验总结，掌握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应对措
施。”吕计瑞介绍，目前盾构机正在穿越北
运河段，这是一处二级风险源，地勘报告
显示，下穿北运河期间存在一段长约 360
米、直径 500 毫米的高压燃气管线顺行共
线段，不仅要考虑北运河的风险，还要考
虑共线的燃气管线叠加风险，对盾构施工
要求很高。

“我们前期成功穿越运潮减河，在那里
积累了许多经验，为穿越北运河段提供了重
要依据。同时，项目部还邀请了业内专家及
相关产权单位进行了方案论证和施工组织
优化，并对风险点进行提前预控。”吕计瑞表
示，盾构下穿期间，作业人员将全天候值守，
密切关注各项施工参数变化，严格控制地层
扰动，强化设备维保，确保连续安全稳定掘
进，预计2月初完成此次穿越任务。

工程不停工、服务不停歇、保障不断
档。为了让工人“留得安心、留得放心”，项
目部配齐了后勤团队，“大年三十会策划团
圆饭，所有管理人员与工友一起，吃年夜饭、

看联欢会。”吕计瑞告诉记者，为了让来自各
地的工人们都能尝到家乡的味道，后勤人员
专门准备了多种菜式，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家
的温暖。

据悉，“运河号”盾构机已累计掘进完成
5140米，平均日进尺可达16至20米，最高日
进尺 24 米，已经打破同类直径盾构掘进纪
录。该工程预计 2023年底完工，建成后，北
京城市副中心12条规划道路、5条现状道路
将实现东西向贯通，可有效缓解东六环交通
压力，对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协同发展，提
升北京市交通服务水平，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

东六环改造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

盾构机春节期间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上
午，市纪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开幕。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全会精神，研究
部署我市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市委书记尹力
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秀领、市政
协主席魏小东、市委副书记刘伟出席。

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过
去十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刻
阐述了百年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对健全全面
从严治党体系、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作出战略部署，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深刻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十年
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党治党治国面临的
特殊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举
措、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以首
善标准抓好贯彻落实，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
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服务保障新
时代首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尹力强调，2022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扎
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有效发挥
了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各项工
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
一年，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
定基础的重要一年，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具有特殊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以
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重要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部署，以首
善标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健
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
精神状态，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率先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
保障。

尹力从六个方面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作出部署。

一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
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服务保障新时代
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
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
决执行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

二要以强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的二十
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聚焦监督重点持续精

准发力，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各项
战略部署，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
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推进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明确的各方面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一件
一件抓推进，一项一项促落实。盯住重点人、
重点事，抓住重点岗位、重点领域、重要工作、
重要环节加强监督。

三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守住重要节点，紧盯
薄弱环节，以徙木立信的精神，化风成俗，以
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对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露头就打，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深挖根源、找准症结，科学精
准靶向纠治。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
题深化整治，做到查处一批案件、总结一类规
律，治理一个领域、教育一方干部。

四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营
造守纪律、讲规矩的良好氛围。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党章意
识，把党章各项规定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各
项事业中。开展经常性的纪律教育，让党员
干部学纪明纪守纪。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
究，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把
严管和厚爱更好结合起来，激发广大党员干
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五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赢反腐
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运用“全周期管理”方
式打好总体战，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

任体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清理
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坚决清除
啃食群众利益的基层“微腐败”。健全防治腐
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筑牢党员干部思想堤坝。

六要完善监督体系，不断增强监督严肃
性协同性有效性。积极推进纪检监察机关专
责监督同党委（党组）全面监督、党的工作部
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
主监督等有机结合。班子成员履行好“一岗
双责”。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完善巡视巡
察上下联动格局。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的监督，通过管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领导干部要自觉在遵规守纪上作表率，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尹力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
设，抓好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在推动新时代首
都发展中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作用，打造对党绝对忠诚的纪检监察铁
军。市两会即将召开，市人大、政府、政协将
要换届，要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任务顺利
完成、风清气正。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
导，市法检“两长”参加。

昨天上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陈健代表市纪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尹力在市纪委十三届二次全会上强调

以 首 善 标 准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李秀领魏小东刘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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