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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幕还剩8天
2020年1月8-12日在海口市

蓝天路名门广场举办。

百年跨越百年跨越，，逐梦京张逐梦京张
———写在京张高铁开通暨中国高铁突破—写在京张高铁开通暨中国高铁突破33..55万公里之际万公里之际

12月30日8时30分，北京北站。“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G8811次列车准时发出，驶
向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太
子城站。

这列世界最先进的列车从八达岭长城脚
下穿过，与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并肩前行。

百年跨越，两条京张线，见证了中国人从
自己设计建设第一条“争气路”，到成为开启
智能高铁“先行者”的历程。

逐梦京张，以此为标志，中国高铁里程突
破3.5万公里，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
程上筑就新的荣光。

北京市延庆区，长城脚下，青
山环抱的青龙桥车站旁，有一尊詹
天佑的铜像。

作为京张铁路的缔造者，他眺
望远方，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百
年沧桑巨变……

1905年，京张铁路开工建设。
全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是京张
铁路的关键工程。当时，我国尚没
有一条国人独立主持设计、建造、
运营的干线铁路，外国工程师放
言：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
没出生呢！

留学归来的詹天佑打破了这
个论断。他将南美伐木所用的

“人”字形铁路首次运用在我国干
线铁路上，通过延长距离，顺利通
过了京张铁路关沟段33‰大坡度，
将原本需要开挖1800多米的八达
岭隧道缩短为1091米。

如今，京张高铁在其下方穿越
而过。青龙桥站站长杨存信说，这
是象征着中国发展速度的京张高
铁与老京张铁路的“握手”，成就了
百年京张的立体交汇。

“在‘詹天佑’脚下干工程，必
须干成精品。”中铁五局集团四公
司京张高铁项目经理蒋思说。

他负责的八达岭长城站是京
张高铁唯一一座地下站，也是目前
世界埋深最大的高铁地下站。工
程修到青龙桥站下方时，距地面仅
有4米，还要保证上面的火车正常
行驶。

百年跨越，中国铁路建设从詹
天佑时的蒸汽时代，经历了内燃机
时代、电气时代，迅速跨入高铁时
代。

一百多年前，京张铁路是京包
铁路的首段。从包头乘火车进京，
火车要慢慢悠悠地走上一晚才能
到青龙桥站，在这儿换了车头之后
还要花上半天功夫才能进京。

“京张高铁开通后，张呼高铁
将与大张高铁同步通车，乘高铁
从张家口到北京只要一个多小
时。京张高铁与张呼高铁、大张
高铁连通后，京津冀地区可实现
内蒙古大草原‘一日游’。”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主任
黄欣说。

路网越织越密，行程日益便
捷。2019年12月，包括京张高铁
在内的10余条铁路密集开通。

中国仿佛变“小”了——河南
“米”字铁路网成形、山东高铁成
环、江西市市通动车，中华大地“八
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不断延伸……

人们的梦想变大了——高铁
纵横，“说走就走”，百姓出行半径
随着“高铁经济圈”的扩大而延伸。

“一百多年前，我的曾祖父建
设了京张铁路。今天，我亲身乘坐
了京张高铁。我相信，他老人家如
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和我一样，为
国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和自豪。”詹天佑的重孙女詹欣告
诉记者。

“智能”，这是京张高铁最亮丽的
标签。

京张高铁上运行的“复兴号”智
能动车组自己就能开。

“列车增加了自动运行控制
ATO相关设备，全程实现有人值守
下的自动驾驶，重新定义了火车的运
行方式。”铁科院机车车辆所副所长、
研究员张波说。

按照地面调度中心预先规划的
精准运行计划，“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能自动控制发车、加速、减速、停车。
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动车组搭载的智
能列车安全监控系统，有2000多个
监测点，对动车组状态全面实时监
控，实现工作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
自诊断、导向安全自决策。

百年间，从京张铁路的蒸汽机
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再到

“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一个个火
车头、一列列车厢的变化折射的是中
国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实力。

张波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是
以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为基础
研发的。在设计时就考虑到既要适
应京张高铁的线路条件，还要满足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服务需求。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车底，有两
个约9平方米的方盒子。它们是蓄能
电池包，平时开行时车辆为它们充电，
当接触网出现电力故障时，它们为车辆
提供电力，确保顺利到达就近的车站。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具有优越
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漂亮外观。在
人性化服务方面，新增了智能环境感
知调节技术，能够实现温度、灯光、车
窗颜色等调节，进一步提高乘坐舒适
度。全车wifi覆盖，还配置了多语种

的旅客信息系统，能够满足国际旅客
的需求。座椅采用滑道式安装，允许
增加更多轮椅。

作为我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
铁每一条钢轨的质量监造、供应和廓
形设计打磨也运用了大数据并建立
了“健康档案”。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技术负责人
介绍，在钢轨生产环节，他们就为每
条钢轨建立起数据档案。高铁开通
运营后，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研
究，可以掌握全线钢轨的“健康”状
态，实现钢轨全寿命周期管理。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
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樊一江表示，10
余年间，中国高铁的变化令世界惊
叹。从一列列“和谐号”动车飞驰大江
南北，到“复兴号”引领世界标准，中国
高铁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

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往奥运
赛场的各国来客将能乘坐京张高铁。

“虽然京张铁路的设计和建造由
中国人完成，但铁路的所有部件，甚
至每一颗钉子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唐山南站转运车间支部书记顾林说。

“工程师既有利国之技能，应各
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
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这是
110年前，詹天佑对筑路强国的深刻
理解，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心底
的呐喊。各出所学、追求精品之铁路
精神，此后引领一代代铁路人踏上筑
梦之路。

时光到了百年后，中国铁路早已

跨入了自主化时代。基于北斗卫星
和GIS技术，设计者在京张高铁部署
了一张“定位”大网，能够利用铁路的
高精度地图，为建设、运营、调度、维
护、应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

“未来，京张高铁10个车站将有
同一个‘大脑’。”中铁设计京张高铁
智能工程化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
说，通过这个大脑，工作人员在控制
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光、温度、湿度
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百年京张，承载着中国人的复兴
梦想、强国情怀。重构京张，正在竖
起铁路强国、民族复兴的又一丰碑。

在铁科院的“成绩单”上，有这么

一句话：“复兴号”采用的254项重要
标准中，中国标准占到84%，整体设
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

依托京张高铁建设，中国将进一
步形成智能高铁应用示范方案，构建
智能高铁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引领世
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家。

“京张高铁世界瞩目，但这不是
建设者创造的奇迹。是伟大的时代、
祖国的发展，造就了这个奇迹。”中铁
设计京张铁路项目副总体设计师吕
刚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
者 齐中熙 樊曦 丁静 秦婧）

2019，哪些民生政策带来实在红利？

“在北京三里屯、长安街沿线等区
域，室外5G网络信号还不错。”北京市
民李先生说，最近开通5G套餐后，他
出门最喜欢做的就是到处查看5G网
络覆盖和测速，街上有5G信号的地
方，网速平均可在400至800Mbps，
比4G快很多。

李先生说，他使用的128元5G套
餐，每月有30GB的流量，很充足，比
4G用起来更放心，但目前5G覆盖区
域少，也影响到了使用效率。

2019年，5G正式走进百姓生活，
有通信专家预测，2019年我国5G用户
数量有望接近1000万户，但5G网络基
础建设和用户的大范围普及仍需时日。

5G时代来临，将不仅为网民上网
再提速，AI、工业互联网、智能生活等也
将因为5G赋能而发生质变。中国信通
院测算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5G
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5.2万亿元。

“5G时代的到来，必将催生我们
现在还想象不到的新应用。”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贺铨说，互联网乃至经济发
展的新篇章正在开启。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
魏玉坤 胡浩 王优玲 高亢 杜康）

相较垃圾分类之初，上海市长宁区
虹旭小区垃圾箱管理员戴启跃的工作
轻松了许多，居民已基本习惯分类，不
再需要时刻盯着桶边。傍晚7点，除了
督促居民干湿分类，老戴还将可回收物
整理打包。

被“收编”之前，老戴是骑三轮车收

废品的游击队中的一员。如今除了箱房
管理员，他还是废品回收企业的员工。
每当废品攒够一定量，老戴就通知回收
企业上门，并按照市场价将废品卖掉。

老戴介绍，垃圾分类之后，能被回
收的垃圾明显增多。由于干湿分开，过
去容易被污染的塑料纸板变得干净；经

常盛着食物残渣的外卖餐盒，也更容易
回收。

垃圾分类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革
命。2019年2月，住建部在上海召开
现场会，宣布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垃圾
分类全面启动。7月，上海垃圾分类迈
入强制时代；11月，北京相关条例获得

通过。截至目前，浙江、福建、广东、海
南等4省已出台地方法规，河北等12
省份地方法规进入立法程序。

“随着不断推进，垃圾分类公众关
注度迅速提升，全民参与的氛围逐步形
成，垃圾分类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清华大学教授刘建国说。

“以前我家的下水道时不时会堵
塞，污水从管道里往外溢，家里没人
的话甚至会流满整个屋子，全是酸臭
味。”河北省定州市齿轮厂家属楼的
住户刘春爱说，经过老旧小区改造，
下水管道再没堵过，单元楼外还安装
了电子锁大门，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在定州市，像齿轮厂家属楼这样

2000年及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67
个。目前定州已累计投入5300余万
元，完成了50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数
万居民，2020年将对剩余的17个小区
进行改造。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自
2017年底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
点以来，截至2019年 5月底，各地上

报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 17万个，
涉及居民上亿人。目前老旧小区改
造内容主要分三大类：一是保基本
的配套设施，包括水、电、气、路等；
二是提升类的基础设施，包括公共
活动场地、配建停车场等；三是完善
公共服务类的内容，包括养老、文化
室等设施。

业内专家分析，老旧小区改造过
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拆违难度大、施工难度大、融
资模式不确定、后期管理不力等。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总结推广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支
持政策，推动多渠道筹措资金，做好
这项工作。

今年，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国美第一
城小区的王女士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从
9月起，孩子就读的幼儿园正式转为普
惠性幼儿园，学费从每生每月5000元
降至750元。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是城镇小区

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是重要的公共教
育资源，是满足城镇地区幼儿就近入园
的主渠道。

为回应人民群众“幼有所育”的期
盼，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

通知》，通过全面摸排、分类整改，集中
解决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
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各地都出台了摸排治理工作
方案，强化政府统筹，明确了工作目标、
任务、步骤、措施。全国共摸排城镇居

住小区4.21万个，其中存在规划、建
设、移交或普惠不到位等方面问题的有
1.84万所幼儿园。截至2019年11月，
已完成整改任务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有1.14万所，占应治理总数的57%。

幼儿园学费降低、
高速公路更加畅行、老
旧小区逐步更新、垃圾
分类成“新时尚”、5G来
了……回望即将过去的
2019，一项项民生政策
带来的可喜变化定格为
令人难以忘怀的幸福画
面……

百年跨越，成就“高铁之国”

创新引领，缔造“智慧之途”

实干圆梦，铺就“复兴之路”

学费降了！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持续发力

房子新了！老旧小区改造深入推进

城市更干净了！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5G来了！
生活开启更多想象

最近，在辽宁省沈丹高速沈阳收费
站口附近的ETC办理网点，市民姜洋
给自己的车装了ETC。

姜洋家住沈阳市区，从事贸易行
业，经常往返丹东市对接客户需求。问

及为何装ETC，他说，通行费享受九五
折，还能减少排队交费时间。

推广ETC，是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工作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高综
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据统计，正常情况下，“撤站”后，客车平
均通过省界时间将由15秒减为2秒，
货车由29秒减为3秒。

今年5月，“撤站”攻坚战打响，“撤
站”后，全国高速公路将实现“一张网”运

行，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说，当
前正在调整减免费实现方式，完善治超
工作方案，拓展ETC应用场景等，以确
保高速路上一网通行、一路畅通。

省界站“拆”了！高速公路将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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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在开往崇
礼太子城站的列车上
合影留念。新华社发

⬆G2505次列车停靠
京张高铁张家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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