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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永庚同志逝世

本报讯天津市河东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主任，离
休干部姜永庚同志，因病于2021年1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

姜永庚同志遗体已于2021年1月12日在天津第二殡仪
馆火化。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

发布“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轨道上的京津冀”服务民众新生活
——京津冀城际铁路建设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国人民警察警
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0“最美基层民
警”先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2020“最美基层民警”，包括傅天雷、张岩、斯
日古楞、陈帅、沈云如、宣恒、苏海福、贾铭毅、肖振宇、刘俊、安
志、陈子丽（女）、何巧（女）、熊中华、贺小东、任建华、陶永生、
赵林、杨东卫、李庆峰等20名当选者，以及殷刚、李姝（女）、张
伟、王剑峰、吕宏伟、李勇、梅玉胜、邓柱华、王小双、胡雷、贺丽
远、次仁朗珠、成亮、叶战军、胡瓦尼什·波拉提、王玉纯、路涛
等17名提名奖获得者。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物访谈等形式，从不同侧
面讲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公
安部有关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在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救援现场，井下17日晚传回了一张纸条，内
容如下：
我们在井下22人，但在五中（五中段）只有11人，六中（六中段）1人，4个受

伤，另有十人情况不明。现在大家体力透支严重，急需胃药，制（止）痛药、医用
胶带。外用消炎药，另有3人有高血压，急需降压药，我车上有两种，请把药带下
来。由于井下空气不流通，炮烟浓度大。现在井下水特别大。望救援不停，我
们就有希望，谢谢你们了。

“望救援不停，我们就有希望，谢谢你
们了。”这是17日晚，山东栖霞笏山金矿井
下传来的纸条上的文字。

17日13时55分许，离事故发生已近
7天，救援人员终于打通了一条从地面至
部分被困人员所在巷道的钻孔，并于当晚
收到来自井底的纸条，再次证明有被困人
员幸存。

共同守望，从未放弃。百倍努力，终有
奇迹。当前救援人员正全力以赴，打通更
多生命通道，以尽早营救出被困人员。

第一次敲击5下，井下回应
5下；第二次敲击9下，底下回
应9下

17日13时55分许，山东栖霞笏山金
矿爆炸事故救援现场，3号钻孔贯通。这
时，所有大型设备已停止工作，大家屏气凝
神，注视着救援人员敲击钻杆，静听声音。
“当、当、当……”，救援人员用铁锤敲

击钻杆。
“啾、啾、啾……”，顺着近600米的钻

杆传回来的敲击声变了声调，一时间让现
场人员难以辨认。
“再确认一下，多敲几下！”站在一旁的

指挥员说。救援人员用铁锤再次敲击钻
杆。“啾，啾，啾……”，回响再次传来。
“有回音了！”指挥员大声喊道。一瞬

间，人群中响起掌声与欢呼声。
井下传来的“生命回响”让现场救援人

员激动不已。警戒线内，一名警察被雾气打
湿的眼镜，没能遮挡住他夺眶而出的泪水。

国家应急救援队大地特勘队总工程师
杜兵建说，当时向井下发出了两组信号，第
一组信号是敲击了5下，井下回应了5下，
表明底下有人回应了；第二次我们敲了9
下，底下也回应了9下。专家当时认为，这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同步回应，一种表
示他们井下9个人都在。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月10日14时
笏山金矿发生爆炸，22人被困井下。据此
前官方通报，其中9人被困在离井口648米

的“五中段”，13人被困在离井口698米的“六
中段”。

自11日晚，政府开始大规模调集救援力
量，12日上午已调集9支队伍投入救援，后又
从陕西榆林、安徽淮南等地火速调集国际最
先进钻机，从千里之外日夜兼程赶赴现场。
目前，共有15支队伍、532名救援人员、388
台套救援装备进驻现场救援。

打通生命通道，是救援人员一致的目标。
救援采取“两条腿”并行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加
快清理回风井井筒障碍物，打通原有通道；另
一方面，加快地面打钻，打通另一条生命通
道。现场共布置了6个钻孔，其中有用于前期
输送给养的直径219毫米的钻孔，17日下午率
先打通的3号钻孔即为这种钻孔。

井下有人拽钢丝绳，微微的
颤动被精确捕捉。输送的营养液
特意用热水温过

“哎哎，拽了吗？他们拽绳了吗？”“他们
应该是拽绳了！”

17日22时18分左右，经过紧张的下放
套管作业，打通的3号钻孔内套管安装完
毕。钢丝绳吊着手电筒、营养液、药品、纸笔
等补给向下输送。为避免温度太低，营养液
特意用热水温过。

好几双手一起拽着纤细的绳索，100米，
200米，300米，400米，460米，510米……捆
绑了给养物资的钢丝绳，在现场救援人员的
共同配合下，缓缓送到井下。大概过了30分
钟，钢丝绳下到钻孔底部。

22时46分左右，下方有人拽了钢丝绳。
微微的颤动被精确捕捉：“拽了！他们拽绳了，
现在我感觉到第三下了。”像是医生终于摸到
了生命的脉搏，消防队员们激动地喊了起来。

一根绳索，牵动着井上与井下。井下人
员获得了给养，是对井上救援人员最大的安
慰和鼓励。18日凌晨，救援人员又向井下投
送了营养液等物品，放在绳索上的营养液及
药品全部被取走。在现场的营养专家程振倩
介绍，给矿工提供了低浓度的少量全营养制
剂，平均每个人1800毫升，约600千卡热量

补给，可以坚持20小时。
另外，指挥部还投放了膏药、消毒纱布、

维生素等药品。据救援指挥部副总指挥陈飞
介绍，至18日17时，先后2次投放给养、1次
投放药品，两批给养能够满足井下人员两天
的生存需求。

见字如晤：纸条部分被水浸
湿，略显潦草的字，是对生命奇迹
有力的确认

17日晚，通过3号钻孔向井下输送给养后，
抽出的钢丝绳带回一项重要收获——纸条。

从井下随绳索传递上来的纸条虽部分被
水浸湿，但仍能辨认出内容：我们在井下22
人，但在五中（五中段）只有11人，六中（六中
段）1人，4个受伤，另有十人情况不明。现在
大家体力透支严重，急需胃药、制（止）痛药、
医用胶带、外用消炎药，另有3人有高血压，

急需降压药，我车上有两种，请把药带下来。
由于井下空气不流通，炮烟浓度大。现在井
下水特别大。

在纸条的最后，写信人写道：“望救援不
停，我们就有希望，谢谢你们了。”

这样一封字迹略显潦草的信，是对生命奇
迹最有力的确认。同时，信中透露出井下大量
信息，其中井下12人位置确定，但也有10人情
况不明！这让救援人员既欣喜又心焦。

全力以赴，再接再厉。18日5时3分许，
用于联系“六中段”被困人员的1号钻孔贯
通，打至预定位置。救援人员持续敲击钻杆，
但未得到回音；至18日17时，仍未有井下信
息。救援指挥部表示，将通过1号钻孔，继续
开展生命探测等工作。

同时，救援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包括回
风井井筒内障碍物堆积量大、清理难度大，钻
孔面临复杂地质条件，井下水位上涨等。

据新华社济南1月18日电

“救援不停，就有希望”
——直击山东笏山金矿爆炸事故救援关键细节 据新华社哈尔滨1月18日电（记者强勇唐铁富）记者

从18日召开的哈尔滨市疫情防控工作第九场新闻发布会获
悉，哈尔滨市将严管严控聚集性活动，对节日期间聚集性活
动包括团拜会、联欢会、年会等一律取消。减少人员流动，减
少病毒传播风险，非必要不离哈尔滨、非必要不返哈尔滨。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8日电（记者杨帆齐雷杰）为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道路安全畅通，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
辆、民生保障车辆及其他符合防疫安全要求的车辆通行，
河北省日前出台道路交通管控“禁令”，明确要求禁止以
“硬隔离”方式阻断国省道路和高速公路、禁止重复设站
检查和对低风险地区车辆进行双向劝返。

按照河北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17日有关通知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挖沟、
堆土、设置路障等“硬隔离”方式阻断国省道路、高速公
路，已采取“硬隔离”方式阻断的应立即撤除。

聚焦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8日通报，1月17日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9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16例（上海4例，陕西3例，浙江2例，湖南2例，
北京1例，天津1例，福建1例，广东1例，四川1例），
本土病例93例（河北54例，吉林30例，黑龙江7例，
北京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
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据新华社太原1月18日电（记者 魏飚）记者从山西
省阳泉市公安局获悉，近日，山西阳泉一大学生为开玩
笑，把核酸检测结果改为阳性被行政拘留。

1月15日晚，阳泉市盂县微信朋友圈中出现一张核酸
检测呈阳性的《检测报告单》图片。当地公安机关巡查发
现后，迅速会同卫健部门连夜展开核查工作。经调查，在
外地上大学的违法嫌疑人张某龙（男，19岁，盂县人）近日
放寒假回到盂县后，做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为与同
学开玩笑，张某龙用P图软件将自己《检测报告单》上的核
酸检测结果修改为阳性，通过微信发给聊天的盂县同学，
涉嫌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河北：道路交通管控禁止采取“硬隔离”

哈尔滨：节日期间聚集性活动一律取消

山西阳泉：一大学生将核酸检测结果改为阳性被行拘

（上接第1版）
对此，宁吉喆说，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实现发展远景目标仍需艰苦奋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新蓝

图：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专家分析，这意味着，按现有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
GDP将在现有百万亿元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陈炜伟 邹多为）国家统计
局18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101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
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
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
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从生产来看，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生产持续较快恢
复。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高技术
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与上年持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
上年下降3.9%；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三季度
加快 3.7 个百分点。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9%，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全年货物进出
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9%，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同时，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低于上年2.9%的涨
幅，也低于3.5%左右的全年预期目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131.8%。
2020年年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
标。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宁吉喆说，同时应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下一步，要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上接第1版）
全国文明城市（区），是目前我国城市综

合类评比中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
荣誉，含金量高、创建难度大。根据中央文
明办部署，全国文明城市（区）三年评选一
次，先要取得提名资格，再经过三年努力创
建，才能参评。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展现
了全市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
“创文”，不是一个“花架子”般的“形象工

程”，而是一个永不竣工的“民心工程”。清脏
治乱、补绿修路、拆除违建、厕所革命、交通整
治……自吹响全域“创文”冲锋号以来，天津
市不仅出台了《天津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方
案》，还制定了《天津市全域创建文明城市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着力打造全
域创建文明城市大格局。各区认真倾听百姓
新需求、新期盼，切实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真正把“文明牌”打造成“民
心牌”。所有天津人一起，正以文明的名义，
奏出强劲乐章。
走进天津，目之所及，城乡环境变美了、

文明素质提升了、百姓笑容变多了……从城
区到村镇，从单位到校园，从家庭到社会，向
纵深发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

激发出生机活力，让天津在文明创建的康庄大
道上蹄疾步稳、砥砺前行。

文明实践 遍吹时代新风
“怎么才能用手机拍出满意的照片，成为朋

友圈里的‘摄影师’呢？”前不久，武清区徐官屯
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手机摄影讲座”。这次活
动是徐官屯街道自天津新时代文明实践信息服
务平台上线后，实现“基层‘点单’、志愿服务团
队‘接单’”模式的第一单。
一年来，天津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建设，制定印发《2020年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统筹指导推
进滨海新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全
国试点区建设。目前，天津建成区一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5个、镇（街）一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100个、村（居）一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166个，实现5个全国试点区中心、所、站全覆
盖，其他11个区也结合实际开展了文明实践活
动。同时，建立九大资源服务中心，组建161支
志愿服务队伍、推出229个志愿服务项目，上线
新时代文明实践信息服务平台，形成市级志愿

服务项目“供给菜单”，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送基层活动。
连日来，全市上下送宣讲、送温暖、送健康、

送技术……志愿服务形成了从“独唱”到“合唱”
的共建新格局。

精彩成绩 彰显文明力量
伟大时代呼唤崇高精神,伟大事业需要文

明滋养。一年来，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摆在
我们面前：
——宣传贯彻法规践行文明精神。继续

深入开展《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主题宣
传活动。深入村镇和社区走访调研推动，挖掘
贯彻落实《条例》的好经验好做法及先进典
型。在清明节、中元节前后，推动文明祭扫，倡
导文明丧俗；组织文明交通进高校等活动，培
育文明出行习惯；开展“文明条例记心间 文明
实践伴我行”短视频征集活动，吸引市民群众
踊跃参与。举办《民法典与文明行为条例》讲
座，有效促进法律法规更好融入群众生活。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文明实践，推动革除餐桌上的陋习，培育文
明健康的用餐习惯，形成简约适度、绿色环保、
健康文明的饮食方式。
——践行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积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清明祭英烈”、
“向国旗敬礼”等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坚
定信念、树立梦想，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去年，1人被评为“全国新时代好少
年”，12人被评为天津市“新时代好少年”。
——深入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制定《天津

市关于进一步推进诚信文化建设的实施方案》，
持续挖掘诚信典型，探索“信易游”等应用场景，
推动全市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不断提高。举办
“信用天津高端论坛”，开展“诚信经营示范店”
主题活动，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好氛
围。积极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切实加大对
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力度。
——常态化开展关爱礼遇帮扶道德模范活

动。通过组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礼遇普惠等
方式，推动形成崇尚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
关爱道德模范的良好氛围，以凡人善举温暖整
座城市。
站上新起点，扬帆新征程。如今，天津各界

正齐心协力将城市的“软实力”，打造成发展的
“硬支撑”。

百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重要里程碑
2.3%！2020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

聚文化之光 铸城市之魂

新华社发

京津城际实行月票制、京雄城际开通
运营、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即将建成通
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近7年
来，交通一体化成为率先突破的重点领
域。“轨道上的京津冀”在加速奔跑，服务民
众新生活。

高铁连点成网
2020年12月27日10时18分，雄安

新区刚刚落成的雄安站内，复兴号高速动
车组C2702次列车准时发出，驶向北京西
站。自此，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北
京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紧紧联在一起。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雄安新区

融入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实现了雄安新区与
北京、天津的半小时交通圈。”雄安高铁公司
雄安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政说，开通后，北京
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分钟，大
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39岁的常永山来自北京大兴，是中国
电科集团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雄安分
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2018年进驻雄安，

参与新区智能城市规划建设，目前新区常驻
员工70余人，大多来自北京。
“以前开车大约要一个半小时。高铁通

车后，将极大解决公司员工京雄两地通勤问
题。”常永山说。
除了京雄城际之外，京津冀的“高铁名

单”还有一长串：京津城际延长线、石济高铁、
京张高铁、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高铁逐步连点成网，京津冀半小时、一小
时交通圈已初具规模，让空间上的“一体化”
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普速串联成环
在京津冀区域内高铁逐步成网的同时，

普速铁路也在快速发展。
为盘活区域内既有铁路线路资源，铁路

部门打通河北省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唐
山、承德、保定、定州8个地市级城市与北京、
天津和省会石家庄之间的地理阻隔，以石家
庄、邯郸为支点，开行4对环绕京津冀的普速
环形列车，大环形列车单程运行最长距离达

2898公里；小环列车由衡水始发，经停天津、
唐山到达秦皇岛；由邯郸始发经停石家庄、北
京西到达张家口。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环形普速列车的开通，不仅实现京津冀区
域内主要地市级城市之间的有效串联，也为
目前尚未开通高铁线路区域的地市级城市民
众提供了就近通过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一次
性换乘高铁的良好出行体验。

与此同时，市郊列车的大力开行也在积
极缓解京津冀交通压力，促进区域交流合作。

除了已经开通运营的津蓟线市郊列车、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等，去年9月30
日，北京市郊铁路S5线（怀密线）正式从清河
站改为北京北站始发终到。旅客出行有了更
多选择，还可更加便捷地游览雁栖湖、红螺
寺、青龙峡、古北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景区，提
升出行体验。

未来出行更美好
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蓝图上，京

唐城际、京滨城际、津兴铁路等多条高铁的建

设正在不断推进，石雄城际、雄忻高铁、雄商
高铁等多条铁路的建设审批通过……

1月7日，一列崭新的CR400AF-G型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列车呼啸驶过京哈高铁北
京至承德段，预示着京哈高铁进入全线开通
倒计时。

京哈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即将开通运营的最后一段北京至承德
段，将承德市拉进首都1小时交通圈。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铁路部门在
不断完善路网结构，全力打造互联互通、便捷
高效的交通网络。目前，北京、石家庄、天津、
廊坊、沧州等城市间开行了朝夕通勤早晚动
车组。

展望未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在高铁、城际、普
速、市郊等列车开行的基础上，根据早晚高峰
客流需求，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地市级以上列
车开行方案，增开热门方向城际列车，充分满
足民众出行需要，打造出行美好生活。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8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某某
遇害案犯罪嫌疑人向某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经审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向某与
被害人周某某系同乡和校友。向某因与原单
位劳动争议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多次请周某
某向办案法官打招呼以达到胜诉目的，均被周
某某拒绝。2020年9月7日，向某以看望周某
某小孩为名到周家放下一盒水果即走。周发
现水果盒中夹了2万元人民币及一个金手镯，

多次要求向某取回，向某拒绝。9月10日，周
某某在同事的陪同下到向某住所外将物品退
还。后向某收到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的
裁判文书，遂心生怨恨，起意报复。2021年1
月4日，向某为方便接近周某某并伺机报复，
特意来到周某某居住的小区应聘为保洁员。
1月12日上午7时许，向某借周某某进入小区
地下车库之机，用随身携带的尖刀朝周某某
连刺数刀致其死亡。事发后，民警赶到现场
将向某抓获。 据新华社1月18日电

长沙“女法官遇害案”犯罪嫌疑人向某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