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路站4号线与3号线换乘方式

因和平路站内4号线与3号线换乘通道

暂未开通，换乘时需采取“出站换乘”方式：

1.换乘路线

乘客在和平路站由4号线换乘3号线

时，需经H出入口出站，途经大沽北路步

行150米，由A出入口进站乘车。反之，则

经A出入口出站，途经大沽北路，由H出入

口进站乘车。

2.“出站换乘”票务规则

持同一张车票（单程票除外）于30分钟

内，从和平路站出站并换乘本站另一条线路

时，对其按照一个行程连续计费。单程票不

支持出站换乘连续计费，须出站另行购票。

3.温馨提示

单程票不支持出站换乘连续计费模

式，乘客出站后须重新购票进站；

持福利票的乘客如需通过和平路站

换乘，出站后须重新换取福利票进站；

“出站换乘”不影响车票原使用优惠政策；

如发现扣费异常，请及时联系车站客

服中心或地铁服务热线022-85568890。

和平路站“出站换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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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铁明日双线齐发
轨道交通路网通车里程增至265公里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摄影 张磊）记
者从轨道交通集团获悉，天津地铁4号线
南段（东南角站—新兴村站）、6号线二期
（渌水道站—咸水沽西站），两条线路将于
12月28日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届时，天津
轨道交通路网通车里程将增至265公里，
运营车站数增至164座，换乘车站增至19
座。此次开通的两条线路途经多个行政
区，天津轨道线网辐射能力进一步加强，
乘客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4号线 津城网红打卡新去处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北起南开区
东南角站，东至东丽区新兴村站，沿途经
过南开、和平、河西、河东、东丽5个行政
区。正线全长约19.4 公里，共设车站14
座，4号线南段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津城
中央活力区、津滨大道商圈等区域提升发
展，改善海河两岸交通联系，有效缓解中
心城区的交通压力。

天津地铁4号线采用B2型车辆，以智
能、安全、节能、美观为理念设计制造，使
用绿色为主的装饰色调。列车搭载LCD
大屏幕显示、LED照明等设备，信息显示
更加人性化，客室亮度更加智能化，有效
提升了乘客的乘坐体验。车内空调优化
为侧吹模式，有效提升乘客乘坐舒适感。

4号线南段工程以现代设计手法全方
位展示了天津商贸文化，全线装饰装修以
“津贸盛景”为主题，设 4座文化艺术车
站，分别是沽水流霞—六纬路站、商脉崛

起—徐州道站、百年金街—金街站、华光璀
璨—泰昌路站。车站装饰装修以“地上看历
史名城，地下看名城历史”为总基调，既体现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吸纳欧式元素，展现
城市特质。

6号线 刷新全国地铁建设新速度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线路是我市首条全
自动运行线路。正线全长约14.39公里，设车
站9座，与既有6号线在渌水道站换乘，远期
与8号线一期贯通运营，途经河西、津南两个
行政区，6号线二期开通后将更加方便海河
教育园师生和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港新家园
等地居民出行，促进津南区和中心城区协同
发展。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于2019年2月4日
开工，在市重点工程指挥部、各委办局和津南
区、河西区政府的大力协调推动下，工程建设
快速推进，从征地拆迁、管线切改到全自动运
行开通初期运营，总工期仅为34个月，创造
了全新的“天津地铁速度”，成为全国建设速
度最快的全自动运行地铁线路。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采用A型车，相比
其他线路的B型车，车厢长度宽度明显增加，
列车运载量显著提升。作为天津市首条
GOA4等级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线路，列车
采用了国内最高等级全自动运行技术，具备
自动唤醒发车、自动回库休眠、障碍物检测、
防撞预警等功能，科技感十足；列车设置空气
净化装置，具备杀菌、消毒、去除异味等功能，
为乘客营造良好乘车环境。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东南角
站—新兴村站）将于12月28日开通初期
运营，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是
该工程的设计总体总包单位。以“地上
看历史名城，地下看名城历史”为原则，
这条融合了天津“历史”与“现代”的轨道
交通线路，如今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但
在这背后，设计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又
发生过哪些让建设者们感到“两难”的
情况？日前，记者对该设计团队进行了
专访。

一条轨道逛遍商圈

一条轨道逛遍商圈，4号线南段将它由
梦想变成了现实。

4号线南段北起南开区东南角，南至东
丽区新兴村，沿线途经仁恒伊势丹、和平
印象城、天河城、天津海信广场、滨江购物
中心、天津河东万达广场、爱琴海购物公
园、红星美凯龙等近10家大型商场，为居民
出行购物提供了极大便利。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的设计是

在解决老城区和城市重点地区出行的同
时，注重车站出入口与周边既有商业建筑
的结合建设，这对于沿线周边区域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将形成较大提升。”中铁上

海设计院天津分院副总工程师陈文杰说。
“所谓结合建设，就是乘客最喜欢的那种出
了地铁不用上到地面，直接就能进入商场的
形式。”

正如陈文杰所言，4号线东南角站与仁
恒伊势丹、金街站与和平印象城等都已实现
了无缝衔接。“地铁出入口都与商业建筑完
整地接入，通过卷帘进行商业建筑和地铁的
区分。”

除了与既有商业建筑最大程度的结建，
对于规划商业地块，设计者们也留下了“小
心思”。“针对一些规划中的商业地块，4号线
的所有出口附属结构都预留了结建条件，满
足日后需求。”陈文杰告诉记者。

天津地铁4号线文化定位“商务发展
线”，不仅体现在线路的串联上，更蕴含在
车站装修设计的理念里。“车站设计紧扣
‘津贸盛景’主题，深度挖掘天津商业发展
史及未来商业发展路径，结合各站周边区
域文化特点构建4号线地下艺术空间。”陈
文杰说。

轨道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双赢”

“4号线南段工程在天津已经开通的既有
线路中，是穿越历史文物最多的一条地铁线
路。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历史文物
都进行了持续的动态监测。”中铁上海设计
院天津分院副院长孟伟说。

即便如此，建设的过程中仍会出现一些
“措手不及”，当修建地铁遇上文物保护，应
该怎么办？彼时，东南角站的建设就是摆在
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东南角站的位置涉及了天津卫故城遗
址的城墙。2018年，东南角站的建设施工就
与古城墙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产生了矛盾。
孟伟介绍，“在大部分城市的地铁建设中，一
旦发现历史文物，通常都会采取异地保护的
办法。”

但这一次情况有些特殊。相关文物专
家经过反复论证，认为此次发现的文物规模
比较大且非常珍贵，建议原址保护。

原址保护，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文物的

完整性，但这让东南角站的建设陷入困境：车
站的长度是固定的，一端已经施工，另一端又
碰上不可移动的文物，列车在这个“缩短”的
空间内如何实现折返？车站还是否具备开通
运营的功能？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那最初的建
设方案就要放弃了吗？“绝对不行，如果东南
角站不开通，4号线失去与既有2号线的换乘
功能，整个线路的服务品质必然会下降一个
档次。”孟伟说。

建设者们就此展开了和时间的赛跑，和
技术的博弈。

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设计团队10多个专
业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前
提下，保障地铁的建设进度和运营需求。针
对文物保护工作可能对东南角站实施范围及
进度产生的影响，团队提出了10多种运营和
建设方案，以秒为单位不断优化方案，提高行
车组织效率，并一次次与各方专家开会研讨，
力求实现文物保护、地铁建设、地铁运营的三
方共赢。

经过300多个日夜的方案甄选与优化，团
队最终确定了“尾端停车”方案，保证了信号
取证与土建进度、设备联调的整体进度匹配，
为东南角站正常开通运营提供了技术保障。
实现地铁4号线完整运营功能的同时，也实现
了历史文物原址保护的妥善处理，城市发展
与文物保护得到了和谐共存。

一条轨道逛遍津城商圈
——本报记者专访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设计团队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让市民在元旦、春节期间吃
到优质水产品，市农业农村委会同涉农区积极开展保供行
动，帮助水产养殖大户搞好冬季渔业生产，及时捕捞优质
水产品上市销售。

据介绍，在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滨海新区
等区，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养殖大户搞好水产养殖越冬
管理，确保温室大棚室温和水温，搞好水质监测，适时投喂
绿色饲料，积极开展病害预防，确保生长良好。与此同时，
对达到捕捞标准的水产品，提前进行质量安全监测。“两
节”期间，津产水产品上市总量预计可达到5万吨以上，品
种包括鲤鱼、鲫鱼、草鱼、大口黑鲈鱼，还有半滑舌鳎、多宝
鱼、南美白对虾等。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去大医院看病也能在家门口取
药了。近日，市医保局发布《关于支持处方流转医保政策
的通知》，明确我市支持处方流转的有关医保政策，自2022
年1月1日起执行。
《通知》明确，参保人员使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范围内的药品发生的费用，由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
应当凭医生处方或住院医嘱。定点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
开具处方后，实时上传至医保信息系统，并由提供处方调
剂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药师或执业药师
按规定进行审查。

处方流动所发生的药品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提供
调剂服务的定点零售药店据实结算，纳入接诊医疗机构的
医保付费总额管理指标核算范围，并优先使用接诊医疗机
构的医保付费总额管理指标。
《通知》明确，参保人员凭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在

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药品目录》内药品费用，按规定
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起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
支付限额，按照外配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凭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目
录》外药品费用，以及凭非定点医疗机构处方或自行到定
点零售药店购药费用，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范围。

本报讯（记者 叶勇）日前，北辰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该院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并发布4
起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据悉，2020年以来，北辰区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涉
企案件29310件，审执结26849件。其中，审结一审商事
案件 6420件，结案标的 19.35 亿元；依法严惩企业内部
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侵害企业及企业家权益犯
罪 21 件，审结涉黑涉恶案件 14 件；积极助力“行业清
源”，发送司法建议 14份，反馈率达 100%；坚持规范善
意文明执行，累计执结涉企案件 11104 件，执行到位金
额 22.19 亿元。同时，建立企业“复工复产”绿色通道。
加强失信惩戒，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去年以来发布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 377例，限制高消费 4677人次，切实维护
胜诉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尽管寒潮
天气余威在本周初继续影响津城，但
本周天气主基调还是气温回升，根据
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本周最高气
温将一直保持在4℃到5℃。

昨天，天气晴间多云，风力逐渐
减小，但是最高气温依然没有回到0℃
以上，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仅
为-0.7℃。进入新的一周，气温回升
是主旋律，本周天气以晴为主，尽管28
日夜间至29日，冷空气将再次影响津
城，风力将加大到 4到 5级，但对气温
影响不大，周内最高气温将保持在
5℃左右。

满足市民“两节”需求

5万吨津产优质水产品将上市

处方流转医保政策元旦起执行

大医院看病 家门口取药

寒潮后本周气温回升

最高保持在4℃到5℃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获悉，大港油田今年页岩油
产量首次突破10万吨，累计产量超过18万吨，日产量稳定
在300吨以上，成为油田稳产上产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大
港油田在渤海湾盆地3套主要页岩层系获得工业化开发突
破后，在陆相页岩油规模效益勘探开发实践探索中取得的
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大港油田探区内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沧东凹
陷孔二段和歧口凹陷沙三段、沙一段，早在2013年就开始
陆相页岩油探索，然而，受诸多瓶颈制约，一直没有实现工
业化突破。2016年以来，大港油田依托重大科技专项，加
速推进页岩油富集理论创新和配套技术一体化攻关，于
2019年率先实现我国陆相纹层型页岩油工业化突破，官东
地区初步形成亿吨级增储战场，同时成立页岩油勘探开发
指挥部，开启工业化开发页岩油的序幕。今年初以来，大
港油田开足马力推动页岩油新井提产、老井稳产、措施增
产三大工程，接连斩获4口日产超百方高产井，创我国陆相
页岩油产量最高纪录。

从我做起争当“光盘族”“小餐桌”推动“大文明”
滨海新区北塘街道从身边做起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北辰区人民法院

发布4起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大港油田陆相页岩油开发取得新成果

年产量首次突破10万吨

■ 本报记者 余强

“今天饭不错，有饺子，别浪费，吃多少
盛多少。”中午12时，正在食堂打饭的孙术强
对同事说。在机关办公大楼和食堂张贴厉
行节俭宣传标语、海报，食堂就餐区内滚动
播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倡议书，滨海新
区北塘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从身边做起、从
点滴做起，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男同志帮助种植户收割因为大雪倒在
田地中的糯米稻，女同志跟随在成片的收割

机后捡拾机械落下的稻穗。日前，北塘街道
把党员干部拉到田间地头，通过开镰和拾穗
活动，让他们感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党员先行，全员参与。利用党工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主题党日和“三会一课”等活
动，开展学习宣传，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率先
垂范，带头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以自身
行动带动更多人践行勤俭节约。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发布《“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倡议书》，号召机关食堂采取有效
措施，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建章立制，着眼长远。建立食堂用餐预
约机制，临时用餐等需提前向食堂管理部门
报备，随时调整供应量，减少餐饮浪费，强化

成本意识和厉行节约理念。
综合办不定期检查餐车饭菜的剩余量和

垃圾桶的垃圾量，坚持“两头抓”，秉承“厨房不
多做、就餐不多取”的原则，在源头上把控原材
料的进口和出口，在洗菜、切菜环节做到细水
不长流、砧板不多切。“通过一系列行动，垃圾量
由之前的1桶多变为现在的不足半桶。全体人
员以实际行动拒做‘必剩客’，争当‘光盘族’。”
综合办负责后勤工作人员王昊介绍说。

党建办负责人赵津铭说，他们还发动街
道共青团员干部争做文明用餐的宣传员，每
名共青团员录制一次关于勤俭节约的音频在
食堂播放，引导全体工作人员从自身做起，用
“小餐桌”推动“大文明”。

▲▼ 6号线海河教育园区站

▼ 4号线六纬路站

▼ 4号线金街站

▲ 4号线徐州道站

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开展刺杀对抗训

练，锤炼官兵实战对抗技能，为执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坚实

基础。

本报记者 叶勇 通讯员 王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