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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京津冀

京津冀交界
新增两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区域热点

日前，京滨城际铁路南段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和津
潍高铁天津段正式开工建设。保税区企业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这两个项目的勘察设计单位，积极发挥智库作
用。这两个项目设计方面有何创新、标志性节点有哪些？设
计人员接受了采访。

京滨城际铁路是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段工程（宝坻至北辰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计划年内
开通运营；南段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线全长40.41公
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2座车站，
其中滨海西站为改扩建车站，天津机场站为新建车站，建成
后将与多条规划地铁线、天津机场3座航站楼等形成区域大
型综合交通枢纽，可有效推动空铁联乘联运及多种交通方
式一体化换乘。
“京滨城际铁路南段工程具有‘以桥代路’节约集约用地、

预埋智能化芯片助力无砟轨道运维等多项设计创新。”据中国
铁设京滨城际铁路南段工程项目总工程师何设猛介绍，南段
工程线路主要并行高速公路和天津外环东北部调整线，在设
计中考虑经济发展道路拓宽规划要求，严格贯彻“以桥代路”
的设计理念，不仅控制用地规模，节约集约土地，从综合效益
上，也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费用。

线路设计采用我国高铁自主知识产权的板式无砟轨道，
轨道板内预埋智能化芯片，每块轨道板对应唯一的编码，可实
现对轨道全寿命周期的信息化、统一化管理，便于运营期间养
护维修管理，实现铁路工程信息化资源配置。

津潍高铁天津段工程将以隧道的形式穿越海河。据中国
铁设津潍高铁项目总工程师胡冰介绍，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
之一，津沽海河隧道全长6.66公里，其中盾构段6.01公里，沿
线铁路、道路工程密布，管线众多，建设环境十分复杂。在隧
道设计中，采用圆形断面，钢筋混凝土预制管片衬砌，以达到
加固支护等作用。

京滨城际铁路北连京唐城际铁路和规划建设的津承城际
铁路，西接规划天津西联络线，南接津潍高铁、环渤海城际铁
路。这两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结
构，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 陈璠

京津冀交易团的“进博时间”
——本报记者直击第五届进博会

跟全世界谈生意

购商品也买服务

11月 8日，一路小步快走，河北德佰斯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磊直奔食品及
农产品展区，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这次
参会我要采购近百种商品，比如丹麦的猪
肉、泰国的椰子、印尼的咖啡、新西兰的乳品
等。看中的展品我会记下商品型号，当场跟
展商签订合作协议。”康磊在石家庄经营了
两家进口商品超市，也是京津冀多家商超进
口类商品的供应商，对进口商品需求量很
大。“在进博会上，如同跟全世界谈生意，品
类非常丰富，买起来很方便！”

康磊平时通过网上邮件或电话沟通采
购国外优质商品，效率并不高。“以前得上网
一家一家企业挨个找、挨个对接，谈妥一个
订单至少半个月，如果还想看一眼样品，船
运过来就更慢了。”他告诉记者，“进博会提
供了一站式交流平台，让我可以跟世界各地
的厂商和贸易商面对面谈生意，还能看到或
品尝到实物，效率很高。”

进博会上，琳琅满目的展品令人目不暇
接，京津冀交易团签约不断。开幕首日，科
医人医疗设备贸易（天津）有限公司就与境
外参展商达成1.1亿美元采购意向订单，订
单内容涉及医学美容、眼科等医疗激光设备
产品，成为天津交易团“首单”。进博会期
间，天津斯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多家粮油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将借助中欧班
列进口菜籽油，预计未来月均进口额将达到
2000万元；河北省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与巴西茶之王公司在线上签署合作备
忘录，双方将把现代化中药引入巴西，推进
中医药文化传播，并将共同开发巴西天然药
用植物资源……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本届进博会我市
通过审核的参会企业和机构有1090余家，采
购商占比82.5%，重点围绕食品及农产品、消
费品、医疗器械、汽车等多个品类开展贸易
洽谈。

精彩远不止于此，进博会不仅能买商
品，还能“买服务”。本届进博会上，“中华老
字号”黄金珠宝企业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菜百股份”）与汇丰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业务合作意向书，汇丰
银行将为菜百股份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在往届进博会上，我们与上海钻石交易所
会员单位、国际珠宝设计师联盟、比利时塔
斯钻石公司达成了合作共识，不断加强全球
首饰艺术交流和合作。”菜百股份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王春利说，菜百股份已经连续五
年参加进博会，每次都收获颇丰，“今年，我
们跟汇丰银行签约后，将在黄金租赁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合作。”

“动静结合”展风采

协同发展成果丰

进博会不仅为国际展商提供了广阔的
展业市场和宝贵的需求资源，也为我国对外
开放、国际交流提供了舞台。本届进博会新
增设的“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成就展”
综合展示区，吸引了众多目光。记者在现场
看到，京津冀展区各具特色，设置有互动体
验项目，“动静结合”地展示新时代我国对外
开放的辉煌成就。
“滴滴滴！”来自安徽的胡先生在天津对

外开放成就展区体验了一把当高铁司机，但

没开一会儿，系统就“罢工”了。原来，胡先
生一边操作高铁模拟驾驶系统，一边和朋友
说话，不经意间手就离开了牵引手柄。“当司
机停止按压牵引手柄超过7秒，驾驶系统就
会自动提醒司机及时进行按压操作，防止出
现司机瞌睡或无人值守等情况，确保列车安
全行驶，这跟现实场景中开高铁是一样的。”
工作人员向胡先生解释。

据了解，这套轨道交通高速铁路模拟驾
驶系统是以CRH380B型中国高速动车组为
原型1:1仿制，由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
天津骥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完全仿真
动车组牵引、制动特性及控制逻辑，能够为
高铁驾驶员培训及模拟故障处理等提供技
术支撑，大幅提升驾驶员操作水平，降低现
实场景中的出错概率。依托鲁班工坊的平
台，天津在助力输出中国教育及设备标准、
服务国外专业课程建设和培养专业技能人
才的同时，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机会。目
前，这套模拟驾驶系统已远销泰国、塞尔维
亚等多个国家。

天津对外开放成就展还全面展示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年来，天津全
力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建
设发展，中海油、中交集团、通用集团、360科
技等一大批央企所属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在
津布局，来自北京的企业在津投资项目累计
超过6700个，资金到位额超过1.14万亿元。
全力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初步实现京津
雄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
1.5小时通达。

在天津展区对面，河北省展区图文并茂
地展示了区位优势和发展成果。该展区相
关负责人王先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河北
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迈出新步伐。截至
2021年末，河北省累计转入京津基本单位
40238个，铁路里程达到8085公里，高速公路
里程达8087公里，首都“一小时交通圈”正在
形成，协同红利惠及万千企业和百姓。

喝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看一场裸眼3D
效果的蝴蝶起舞，不少观众在酷炫的数字大
屏前浏览北京十年来的重大成果。“这是双
臂拉花咖啡机器人做的咖啡，味道不错吧？”
北京对外开放成就展区工作人员吴女士说，
北京企业研发的这款咖啡机器人能够精准
模拟大师技艺，做到亚毫米级别的复刻精
度，造型如心形花瓣般美丽，口感柔和香醇。

如同咖啡拉花中的花瓣一样，京津冀瓣
瓣同心。目前，三地已逐步形成开放协同、
产业协同及标准协同，陆续建立了京津冀自
贸试验区联席会议机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创新平
台及京津冀征信链等系列合作，协同发展成
果丰硕。

参展商变投资商

外商“加码”天津

“进博时间”里，京津冀三地一边积极组
织交易团参与“买买买”，一边纷纷利用进博
会平台广泛推介、加快招商，助推展商变投
资商。随着全球新产品、新科技、新服务通
过进博会加速登陆中国市场，展商贸易额不
断增加。最近三年，每届进博会的成交额都
超过700亿美元。通过互动交流，展商在京
津冀投资力度不断加大，贸易双向流动趋势
明显。
“五刷”进博会的全球知名食品饮料公

司雀巢，这次带来了300余款畅销产品，其中
90余款产品均为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大中
华大区是雀巢全球第二大市场。进博会为

像雀巢这样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双向沟通、发
展共赢的便利和保障。”雀巢集团执行副总
裁、雀巢大中华大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
西强表示，“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
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让我们有了
更充分的信心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把握
‘中国机遇’，为中国消费者打造营养、健康
和幸福的生活。”

再过一段时间，雀巢在天津投资的普瑞
纳宠物食品工厂二期项目即将竣工投产，在
本届进博会上亮相的多款宠物食品未来将
在天津工厂生产。“目前，雀巢在天津拥有4
个生产基地、1个产品创新中心、1个销售分
公司和全国唯一的1个质量保证中心，员工
总数超过1000人。”雀巢天津工厂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公司过去两年里在天津的增
资额接近10亿元，我们对天津很有信心！”

不只是雀巢，专业生产电动机、减速机
等传动系统设备的德国SEW集团在天津深
耕已久。目前，其在天津正加速推进智能制
造基地建设，投资规模达1.5亿美元。据了
解，早在1994年，德国SEW集团便在天津经
开区开工建设SEW中国总部。截至2021年
12月末，SEW中国公司的营业额超过100亿
元，在天津地区的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

11月6日，SEW－传动设备（天津）有限
公司在进博会上与中煤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SEW将为中煤集团提供煤炭工艺生产
流程中所需要的减速机、智能控制系统等相
关设备。

进博会期间，滨海新区举办的招商推介
会吸引了80多家国内外对外贸易企业参会，
多档签约活动轮番登场。天津经开区、天津
港保税区、东疆综合保税区分别与上海拓尚
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泽嘉商贸有限公司、诚
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等签约，意向投

资额超过10亿元。世界500强阿斯利康也
与天津港保税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依托各自所在领域优势，共同打造医疗产业
生态圈。秀新品、觅商机、谈合作，参会者收获
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订单，更是希望和信心。
“进博会给世界带来强大机遇的同时，

也在创造和引入新的外商投资机会，让展品
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更多的外商从新朋
友变为老朋友和合作伙伴，‘朋友圈’越来越
大。”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表示，通过进博会的桥梁，外商对京津
冀地区的了解进一步增加，也更能发现其中
的机会。京津冀地区海港、空港物流资源比
较丰富，具备发展国际贸易的区位条件，三
地协同发展可以产生更大的合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商搭上中国发展的
快车，并不断产生溢出效应。尽管进博会只
有短短几天，但它让潜在合作伙伴之间在国
际贸易中有了连接点，如同播下一粒粒联通
内外市场的种子，必将在深度交流中结出硕
果，惠及全球。

近日，地处京津冀交界处的天津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12月底开园。公园坐落于蓟州
区下营镇境内，与北京平谷区金海湖镇、河北省承德兴隆县陡
子峪乡接壤，其建设项目于2020年8月启动，全长26公里，包
括环秀湖、泃河、泃河支流下营沟三部分，全线种植面积28.31
万平方米，湿地率54.21%。

据悉，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分别建设了湿地文化展示区、
综合服务区、湿地生境科普区、人工湿地体验区以及保护部分
动植物生长环境不被破坏的保育区等。

此外，距离该公园30多公里的于桥水库附近，蓟州州河
国家湿地公园已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基本具备开放条件。未
来，这两个国家湿地公园将成为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区的重
要组成体以及华北地区季节性山地河流库塘复合型湿地典型
代表。

据《北京日报》

京津冀带量采购
400余种药品中选

日前，北京市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公布2022年中成药
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并与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河北省医用药
品器械集中采购中心联合发布了2021年京津冀药品联合带
量采购中选结果。其中，中成药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共含241
个品规的药品，京津冀药品联合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共含189
个品规的药品。

据了解，本轮中成药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名单分为带量联
动、带量谈判两部分，其中，带量联动中选结果包括百令片、金
水宝片等215个品规的中成药；带量谈判中选结果包括复方
丹参滴丸、连花清瘟颗粒和喜炎平注射液等26个品规的中成
药。本轮京津冀联合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名单分为带量联动、
短缺药两部分，其中，带量联动中选结果包括氨基己酸氯化钠
注射液等153个品规的药品；短缺药中选结果包括盐酸多巴
酚丁胺注射液等36个品规的药品。

中成药带量联动药品和带量谈判药品采购周期均为2
年，采购协议每年一签。京津冀联合带量采购带量联动药品
采购周期为1年，短缺药品订单式采购药品采购周期为2年，
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本报记者 刘畅

科研人员数量
京津冀城市群居首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15》显示，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科研人员数量在各城市群
中最多，为102.14 万人，占所有城市群科技研发人员数的
23.3%。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新增的注册企业数量明显增多，从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城市群的创造力指数来看，长三角、京津冀
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遥遥领先。

在城市群协同发展及绿色转型方面，蓝皮书显示，京津
冀城市群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逐步实
施，京津冀三地不断涌现新的研发成果，质量也逐渐提升。
在高精尖产业发展方面，三地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太
阳能电池等领域各有侧重，分工发展不同领域的创新产业，
逐步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有效结合的新
布局。此外，京津冀城市群通过推动交通、生态、产业和公
共服务的协同发展，促进区域绿色转型进程进一步加快，绿
色发展成效显著。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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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芯片 穿越海河
京滨、津潍设计亮点“揭秘”

■ 本报上海专电 袁诚 马晓冬

今天，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
“进博会”）落下帷幕。这场在党的二十大闭幕后
我国举办的首次重大国际展会吸引了全球目光。
短短 6天时间里，“四叶草”展馆会聚了海内外众
多客商。美食、珠宝、美妆、汽车、大型装备、医疗器
械……全球好物集结，观众大饱眼福、口福。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
博会为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带来一抹亮
色，给国内外企业带来确定性的大市场和大机遇，已
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
的平台及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借助进博会这
一国际平台，京津冀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
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大舞台上，
越来越多京津冀企业“跑步”入场，不断加满“购物
车”，一站式“买全球”。连日来，走入进博会，徜徉各
展馆，本报记者记录下京津冀交易团在本届进博会
上的收获和精彩。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