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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夜坚守保障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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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长城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象征，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价值与地位。为把黄崖关长城遗产
守护好，把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保护好，
日前，市政府批复《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2020—2035年）》（以下简称《总体
规划》）。
《总体规划》明确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

区总面积13.59平方公里。以独特的长城及
其历史文化遗存为核心景源；以长城特色、
山水特色、园林特色和红色文化为景观特
色，具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民
俗科考等功能。一级核心景区面积4.71平
方公里，包括长城主体城墙、八卦关城、水
关、凤凰楼、前干涧古长城等6大类61处景
观资源。
《总体规划》提出，将黄崖关长城风景名

胜区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实施分
级保护控制。一级保护区规划面积约4.71平
方公里，主要包括八卦城景区、太平寨长城
景区、王帽顶长城景区、前干涧长城景区和
泃河景区。二级保护区规划面积约6.20平方
公里，主要包括甘露山自然景区和规划区内
大部分的自然山体、风景恢复区等。三级保
护区规划面积约2.6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泃
河两侧地势较缓的部分区域、游览服务设施
区及生态游览观光区域（即一级、二级保护
区以外的所有区域）。一级、二级、三级保护
区范围内严禁一切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
貌和地质遗迹等行为，其中一级保护区内禁
止安排索道、缆车、铁路、水库、高等级公路
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长城，是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保护的
核心。《总体规划》提出，长城的保护由核心
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两个空间层次构
成。核心保护区：以长城墙体墙基两侧、单
体独立建筑基础四周、关堡墙基四周各外扩
不少于50米，结合周边地势情况等为界。在
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
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建设控制地带：为
保护范围外扩不少于500米。另结合周边地
理环境，以相邻山体的山脊、崖顶或谷底、坡
底、崖底为边界。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
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
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
境的活动等。另外，对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
区内的碑碣、石刻等历史遗迹要严格保护；
严禁踩踏、刻画、涂抹、敲砸等破坏性活动；
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等。全面做好生态
环境保护。

确保旅游可持续发展，对保护黄崖关长
城风景名胜区非常重要。《总体规划》提出，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23.58公顷以
内，总床位数控制在8250床以内。小平安、
前干涧、黄崖关、石炮沟四个村庄均为特色
保护类村庄，按照“应保尽保传承利用”的
原则，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黄崖
关长城风景名胜区日游客极限容量为2.02
万人次。

按照《总体规划》，近期至2025年，将实
施一批保护、改造和建设工程，提升风景名
胜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旅游服务品质，实现
景区与村庄和谐发展。其中包括：在一级保
护区（核心景区）范围进行勘界立碑，明确黄

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界限。
启动龙凤岭长城及附属设施修缮保护工
程。实施黄崖关21段墙体保护修缮工程等。

蓟州区相关部门表示，他们正在按照市
政府批复要求，认真落实《风景名胜区条例》
及《总体规划》确定的分级分类保护要求，按
照规定的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范围，严格

执行相应保护措施、建设控制要求和环境保
护标准。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内的文物古
迹、地质地貌、古树名木、野生动植物等，特别
加强对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维护
风景名胜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保护
第一，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文化为魂，坚持战
略眼光，全面保护传承好长城历史文化。

黄崖关长城景区实施分级保护控制
严禁一切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和地质遗迹等行为 日游客极限容量2.02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保局、市卫生
健康委、市人社局昨日发布通知，对《天津市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录（2021）》中部分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进行规范。
《通知》对项目名称、项目内涵、管理形

式等内容发生变化以及技术淘汰的29个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予以调整或取消，如放射状
角膜切开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市级、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区（县）级、精神病司法鉴定，
按照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居
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辅助抬担架费等项
目，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同时，将汤剂塑封袋费纳入煎药费（人
工）中，价格调整为一级医疗机构每付3元，
二三级医疗机构每付5元，按照A类报销；限
住院患者支付。取消《天津市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诊疗项目目录暨服
务设施标准》（以下简称《诊疗目录》）中“煎
药费”项目。取消一次性尿杯、便盒、门诊X
光片封套项目收费。
《通知》规范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属于

《诊疗目录》范围的，同步调整《诊疗目录》。
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支付标准按照调
整后的规定执行。

我市规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29个项目价格调整或取消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记者昨天获悉，
隶属于TCL科技的天津硅石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将出资18亿元与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设立新公司，实施约10万吨颗
粒硅、硅基材料综合利用的生产及下游应
用领域研发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
45亿元，天津硅石持股 40%。天津硅石还
将对内蒙古鑫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7.2亿元，开展1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从
而增强在新能源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产业的
战略领先优势，推进光伏级和电子级硅料
布局。

近年来伴随光伏级多晶硅现货价持续
上涨，国内多晶硅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
攀升，在光伏产业链（包括多晶硅、硅片、电
池、组件、设备、逆变器等）中位居第一。TCL
科技于2020年四季度收购TCL中环，将光伏
新能源和半导体材料纳入核心主业，此次多
晶硅投资落地，将有利于TCL科技进一步把
握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机遇，增强公司
在新能源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产业的战略领
先优势。

TCL科技全资子公司

天津硅石多晶硅投资落地

黄崖关长城
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2020—2035年）

一级保护区 约4.71平方公里
主要包括八卦城景区、太平寨长城景区、王帽顶长城景区、

前干涧长城景区和泃河景区

二级保护区 约6.20平方公里
主要包括甘露山自然景区和规划区内大部分的自然山体、

风景恢复区等

三级保护区 约2.68平方公里
主要包括泃河两侧地势较缓的部分区域、游览服务设施区

及生态游览观光区域

一切破坏景观、

植被、地形地貌和地

质遗迹等行为

禁止
安排索道、缆车、

铁路、水库、高等级公路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所有保护区
禁止

日游客极限容量为2.02万人次

旅游服务设施用地规模控制在23.58公顷以内

总床位数控制在8250床以内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
悉，2022年我市中考成绩正式公布。今年中考是我市实
施高中阶段教育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来的首次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升学总成绩满分为800分。其中，
学业水平考试笔试成绩分值为760分，体育考试平时成绩
分值为18分，体育考试统一测试成绩分值为22分。今年
学业水平考试全市平均分为566.95分。考生可通过招考
资讯网等渠道查询本人成绩。2022年中考分数段统计情
况（含政策照顾加分）详见招考资讯网。

7月7日至7月12日12时，考生可根据市中招办公布的
招生计划填报志愿。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招考资讯
网和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
息。非官方渠道获取的招生计划、资料及信息，不能作
为考生填报志愿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

中考志愿填报期间恰逢我市公务员考试，部分招生
学校承担了组考任务，广大考生及家长可于7月9日至10
日进行线上咨询。

中考成绩公布 今起填报志愿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
悉，2022年中考志愿填报期间，招生学校将向考生提供形
式多样的招生宣传咨询服务，方便考生了解招生学校的
有关情况，指导考生填报志愿。

7月7日9时至16时举行“2022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
校招生网上咨询会”。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网，点击
进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咨询系统，点击需要咨询的学
校名称，进入该学校的咨询页面。考生可浏览学校已
回答的热点问题，也可以填写咨询内容，向招生学校
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招生学校的咨询人员将根据
问题给出答复。问题答复后，将显示在该学校的咨询
页面上。

此外，考生及家长可通过《2022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
校招生报考指南》公布的招生学校电话咨询相关事项，
同时也可前去有关学校进行现场咨询。

市中招办及全市各区中招办还开通咨询电话，给考
生提供中招政策和办法的咨询服务。

多项服务指导中考志愿填报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南开大学2022年第一批录
取通知书正式从南开园寄出。今年该校首次为9900余名
本硕博新生准备了同款录取通知书，区分之处在于录取
通知书封面上的一方小小篆刻。

今年，南开大学为录取通知书定制了103周年EMS邮
政专属封皮，通知书套装的整体颜色延续了南开校色
“青莲紫”，录取通知书围绕“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
设计，以新老校区的标志性建筑为主体背景，拉动通知
书封面的校徽，日月交替的动态视觉效果便可呈现出
来。随本硕博录取通知书一同寄送的，还有两份特殊的
“新生礼”：两粒来自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总理祖居地绍
兴的莲花种子，与一份印有“小我融入大我”的镂空金属
书签。这也是南开给所有新生的“第一课”，希望新南开
人牢记殷殷嘱托，在爱国奋斗中书写青春华章。

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高进获得了
直博资格，她也由此成为最快拿到录取通知书的2022
级新生之一。这个暑假，高进没有回老家，而选择留
在学校抓紧学习、做科研，为即将开始的博士生阶段
做足准备。
“你知道吗？学校首批寄出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中，

还有一对‘后天姐妹花’！”据南开大学招生办老师介绍，
本科录取通知书编号2210001和2210002的新生，是南开
大学2022年“强基计划”哲学专业录取新生、来自沈阳市
第二中学与沈阳市第一中学的高凡淇和高凡乔。进一
步了解发现，她们来自两个家庭，没有血缘关系，也从未
见过面，她们各自的爸爸竟然还同名同姓。更难得的
是，这两人都钟情于南开大学“强基计划”的哲学专业，
并凭借优异成绩，一举获得南开大学今年在辽宁省投放
的仅有的2个“强基计划”哲学专业录取名额。她们将于
今秋相聚南开园，续写“神仙缘分”。

南开大学首批录取通知书寄出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关注
小区申请应急资金、维修房屋漏雨、高层楼栋二次供水
频繁爆管等热点问题，邀请北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分析
问题成因，介绍解决方案，回应群众关切。

北辰区天穆镇蓝岸森林小区近几年不断有居民反
映房顶漏雨或墙体渗水，从今年3月开始，居委会代行业
委会职责，要求物业公司给小区申请应急资金，并上报
材料，且多次回复居民：“相关材料已上报区住房城乡建
设委物业中心，等待对方批复。”但经过核实，北辰区住
房城乡建设委物业中心一直没收到关于启动应急资金
的具体报件。

从2018年至今，北辰区瑞景街道江南春色花园小区
二次供水管道频繁爆裂，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因为当年
二次供水设施没有移交，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以至于在
管道如何进行彻底维修的方案上，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节目录制现场，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北辰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都作出承诺，表示立即整改。北辰区副
区长李维东表示，北辰区将举一反三，对百姓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勇于担当，务求实效。

《百姓问政》回应群众关切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排得很利索，现在还没有积水，不会
影响居民早晨出行。”7月6日7时30分，雨势
渐小，穿着黑蓝色雨衣和长筒雨靴，郑宇
华和5名同事又一次来到东丽区张贵庄街
道永平巷小区8号楼。与雨水奋战近3个小
时后，一夜未睡、随时待命的他们，看上去
仍然精神抖擞。

永平巷小区是上世纪70年代初建设的
老旧小区，位于津塘公路旁，地势比路面低
大约半米。小区共11栋楼都处于低洼地
带，其中8号楼最低，属于“低洼中的低洼”。

下泵、接管……7月6日0时刚过，郑宇
华等6人便匆匆赶到8号楼。“小区排水管网

与地势较高的津塘公路排水管网相连，雨
下得大而急时，这里不仅积水严重，还会
发生倒灌，是我们重点盯防的点位。”郑宇
华作为该点位防汛责任人，对此处的情形
了如指掌。为了保障小区居民安全，这里
部署配备了两台380V抽水泵和两台220V
抽水泵，还有近百个沙袋。

1时左右，雨势增大，积水已到达郑宇
华的小腿肚子处。“为了不让积水流进楼
栋门口，大家蹚着水、拎着沙袋，层层加
高，垒起‘防洪墙’。”郑宇华说，5名值守的
社区工作人员和2名志愿者迅速赶来参战。

水泵全部最大马力运转，13人抢险队
全力以赴。经过近3个小时紧张而忙碌的
战斗，随着雨势渐小，积水逐渐排出。看

着地面上隐约露出了9个铁箅子，大家都舒了
一口气。
“8号楼有常住居民300余人，看着早晨大

家高高兴兴地出行，我们累一点也值。”参加
战斗的永平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
书芳笑着说，“此次战斗的胜利得益于前期准
备工作做得足、做得细。”

对发电机、抽水泵等设备进行试运行，定
期检查雨水井保障畅通……入汛以来，张贵
庄街道除了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外，实施薄弱
点位专人盯防，并对消防救援力量、专业抢险
力量进行统计摸底。“每个社区配备约15位专
业应急救援人员，还有30位执法队员流动支
援，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张贵庄街道公共
安全办负责人王永利说。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 通讯员 焦轩 刘

媛）7月5日夜间至6日上午，我市再次出现强
降雨天气，市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市公安局统
一部署，在增派警力执守的基础上，加大路
面巡查和视频巡查力度，适时启动应急预
案，密切关注易积水点段，及时采取相应交
通管控措施，避免车辆、行人涉水引发险情，
并随时帮助群众解决出行难题，有效消除道
路安全隐患。

连夜持续降雨天气为市民早高峰出行
带来不便，交警及时采取各项举措，全力保
障群众安全通行。7月5日3时许，河东支队
万新村大队交警巡查发现，强降雨导致顺
驰桥上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便立即寻找排
水口，及时清理杂物，使积水尽快排出，保
障车辆通行安全。同时，河东区东兴桥桥
下部分路段因积水封闭，交警万新村大队
连夜增派警力值守在封闭区域周边，提醒
过往车辆绕行。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市防
办获悉，鉴于影响我市的对流云团已经减
弱，气象部门于7月6日4时21分解除暴雨蓝
色预警信号，境内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
基本平稳。市防办经会商研究决定，自7月
6日7时起，解除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7月5日晚
至6日，我市迎来一场大到暴雨，环卫部门
连夜组织开展推水和道路清洗清扫作业。
截至7月6日12时，全市累计出动环卫工人
2.3万余人、车辆2134台次，配合水务部门
清退积水点位1038处，清理道路漂浮垃圾
杂物200余吨，全市主干道路和重点地区道
路已基本清理完毕。

本报讯（记者 王音）从市水务局获悉，
受7月5日夜间至6日降雨影响，我市中心城区
出现王串场、密云路等12片临时积水片，河东
区东风地道等8处地道产生积水断交。市水
务部门提级应对，紧急启动水旱灾害防御IV
级预警Ⅲ级响应和中心城区防汛IV级响应，
中心城区易积水地区、易积水地道“一处一预
案”，全力开展排水作业。市水务部门进一步
加强与气象、应急部门会商，持续降低市区
一、二级河道和排水管道水位，二级河道水位
目前降至1.0米。视频指挥调度蓟州、宝坻等
区水务部门和北三河中心、于桥中心等工程
管理部门，安排部署山区防汛、险工巡查和水
库调度措施。市水务部门紧急派出4个检查
组赴市内六区及西青等8个区的19个点位，监
督指导防汛排水措施落实。截至6日4时15
分，中心城区8座地道、12片积水片全部退
净。目前，我市上游河道水势较为平稳，没有
洪水产生，于桥水库水位呈下降趋势。

13人抢险队雨夜守护一栋楼

环卫

开展强降雨后市容恢复

水务

二级河道水位降至1.0米

市防办

解除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全力应对强降雨

▲前晚至昨日我市
普降大雨，市水务部门

全力开展排水作业。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昨日早高峰，在
南京路营口道交口，市

民出行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航
空了解到，7月19日起该公司将恢复天津—日
本大阪往返直飞国际航线，每周二一班，由空
客A330宽体客机执飞。该航线为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天津航空恢复执行的首条国际定期
客运航线。

7月19日复航

天津—大阪国际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