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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11号线一期东段今年建成通车运营

新年“加速跑”地铁掀起建设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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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新年伊始，我市地铁在建项目所到之处
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日前，记者来到由中建基础牵头、中
建三局施工的地铁7号线8标福安大街站建
设现场。大型机械设备分布在工地各处，
正有序施工；工人则分散在各个施工面
上，紧锣密鼓地进行流水作业。
“福安大街站位于福安大街和南门外

大街交口处，车站面积约4500平方米。”施
工员郭辉放下手里的活儿，指着眼前偌大
的基坑说，“为了加快建设速度，我们把基
坑自南向北分成了8个段。目前，基坑整体
正在进行土方开挖，预计进度最快的2号段
春节前就能完成开挖。”
“随着防疫政策的不断调整，我们施

工放开手脚了，进度肯定越来越快！我们

从加大设备和劳动力投入、优化施工工序
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保证现场流水作业
通畅顺利，确保尽早实现主体封顶！”项目
副书记黄小林说。

采访中，“保质量、抢进度”是建设者

反复提到的话。
在中交一公局地铁11号线澧水道站的

施工现场，3台履带吊、2台成槽机、6台挖掘
机、3台汽车吊几乎布满整个施工现场——
这样的设备规模，几乎是一般地铁车站工
地的2倍。细问之下得知，眼下澧水道站的
建设者达到270余人。又是一个让人惊讶
的数字。
“车站之前因为拆迁、管线切改等因

素进场晚一些，留给我们的时间比较紧
张，为了把工期抢回来，我们必须开足马
力！”项目书记李磊笃定地说。

工期节点已经排好：1月底完成地连
墙施工，5月完成土方开挖，8月主体结构
封顶……即将到来的春节，建设者将加班
加点坚守岗位。
“澧水道站是全线工期最紧张的一个

车站，同时又是一个换乘车站，未来这里

将实现地铁11号线和8号线换乘，作业量可想
而知。我们每天往前推进一步，一定可以实
现最终节点目标。”李磊说。

以实干开局，以奋斗开篇。我市地铁建
设马不停蹄，一曲磅礴的建设“交响曲”正由
点成线、连线成片！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
家共批复天津市14条轨道交通线路，其中，中
心城区11条，滨海新区3条。目前，中心城区
已建成运营的线路分别为地铁1、2、3、5、6、9、
10号线和4号线南段，运营总里程达286公里，
运营车站181座。在建项目中，中心城区分别
为7、8、11号线和4号线北段，滨海新区分别为
B1、Z4、Z2线。

按照计划，地铁11号线一期东段将于今
年建成通车运营，其他线路计划“十四五”末
建成开通，届时，我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
过500公里。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张文涛）
昨日，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矢志不渝110
新征程上保安宁”主题宣传活动，并将本
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天津地铁5号线津塘
路站——新落成的全警种互动式公安主
题地铁站，以此献礼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暨第37个“110宣传日”。

全警种互动式公安主题地铁站主展厅
位于地铁5号线津塘路站A出入口，占地
400余平方米，以“新时代天津公安”为主

题，现场设置了“警营展示”“便民活动”“安
全守护”“掌上公安”“见义勇为”“枫桥式派
出所风采展示”六个板块，通过互动游戏、
实物陈列、视频图像等沉浸式场景化体验
模式，以直观的方式，让乘客可以一站式体
验公共安全防范场景。

天津地铁5号线津塘路站除了拥有
公安主题展厅，还是智能安检示范站。
在这里，可以通过辅助智能手段，为市
民出行提供操作规范、安检便捷的出行

环境。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联

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单位，与市民
乘客进行面对面交流，通过现场讲解、发放
宣传材料、播放宣传视频等方式，充分展示
天津公安机关坚持人民至上，在防风险、保
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中的使命担
当与英勇作为，宣传警务知识与各项便民
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平安触手可及、
110就在身边。

本报讯（记者 徐杨 摄影 王倩）昨
日上午，交警南开支队75名交警、辅警
用无偿献血这一特别的方式迎接“中国
人民警察节”的到来。

昨天9时，市血液中心献血车准时到
达交警南开支队大院内。车外寒风凛冽，
车内暖意融融，鲜红的血液缓缓流进血
袋，汇聚成一份份希望和爱心，诠释着交
警、辅警支持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奉献为
民的真情，体现着公安民警践行使命、履
行责任的担当。他们有的是第一次献血，
也有多次参与的老交警；有人刚值完夜班
赶来，也有人献完血又要投身工作中。

交警南开支队综合保障大队副大
队长王亚昆说，希望通过组织无偿献血
活动，展现110战线上交警、辅警为人民
服务的责任和态度，同时也实打实地为
人民做点事。

市公安局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全警种互动式公安主题地铁站落成

平安触手可及 110就在身边

昨日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交警辅警无偿献血

庆祝“自己的节日”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昨天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
中学举行的“天女凯旋 西岸激扬——河
西区庆祝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夺冠主题活
动”开启了2023年河西区青少年冬令营。
天津市排球特色校培杰中学排球队队员
李雨萱表示：“没想到能亲眼看到女排姐
姐们，还能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和女排姐
姐们互动，真的很惊喜、很荣幸。”

活动中，河西区为天津渤海银行女排
颁发了“全国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优
秀典型案例证书，感谢女排姑娘为东西部
协作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据了解，天津渤
海银行女排已连续参与三届河西区主办

的“津诚所至 协作同甘”东西部协作女排
明星公益赛暨消费帮扶电商直播活动，累
计观看人数达到2200万人次，成交金额超
2000万元。

女排姑娘们助力帮扶县区特色产业提
档升级、东西部协作提质增效的故事感染了
在场的学生。小队员李雨萱表示，女排精神
是激励自己努力学习、打好排球、全面发展的
动力：“听了姚迪、李盈莹、王媛媛三位姐姐分
享她们的排球故事，特别受感动，我一定会学

习她们不服输的拼劲、打不垮的韧劲。”
为推进排球项目进校园公益行活动，

河西区教育局还为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代表
颁发了聘书，聘请队员们为河西区学校排
球运动校外辅导员。在活动现场，天津渤
海银行女排队员对河西区排球爱好者进行
了技术指导，两场友谊赛中亲密的互动拉
近了大家和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的距离。排
球迷蔡雨懋兴奋地表示：“不敢相信能和女
排姑娘打友谊赛，真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河西区举行庆祝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夺冠主题活动

女排姑娘新身份 上任校外辅导员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落实2022
年市级救灾物资增储任务，提升灾后物资保障能力，截至2022
年年底，年度增储任务已全部落实到位，新增满足灾后初期1万
人基本生活所需的救灾物资，全市救灾物资可满足灾后初期10
万人基本生活需求。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市应急管理局研商采购品种，科
学合理确定增储物资，特别针对首次采购的物资品种及变更采
购标准的物资开展市场调研，沟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兄弟
省市主管部门以及多家生产企业，就商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进
行反复研商，确保采购工作顺利开展。物资采购工作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通过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先
后完成发布采购意向、上报采购计划及需求、制定招标文件、参
与项目评审等环节工作，完成67375件救灾物资采购工作。

2022年市级救灾物资增储任务落实到位

完成67375件救灾物资采购

本报讯（记者 徐杨）寒假生活以及春节假期到来之际，昨日，
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全市学生及家长，正确认识新冠病毒感染，
继续做好健康责任第一人，营造健康、愉快、安全的假期生活。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新十
条”“乙类乙管”等防控优化措施和方案提示，全民疾病防控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希望广大家长和学生保
持清醒的头脑，科普防疫知识，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不焦虑。

为了更大限度保护家人的健康，大家在沉浸式体验烟火气
年味儿的同时，应尽量减少外出和聚会活动。如果确实需要前
往人群密集的场所或公共场所时，一定继续做好科学防护，佩戴
口罩，勤洗手；外出回家前先消毒清洁，再进入房间，洗手、洗脸、
换衣服，手机等进行消毒清洁后开启居家生活；居家期间合理安
排膳食，荤素搭配，科学饮水。

每日坚持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20至30分钟，通风时注意保
暖；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幼儿和小学生每天10小
时、初中生每天9小时、高中生每天8小时；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保
持阳光的乐观心态，开启丰富的假期生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
生活方式，提升自我防护能力，继续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疾控专家：正确认识新冠病毒感染

体验烟火气 愉快过假期

昨天，天津市

公安局在地铁5

号线津塘路站开

展“中国人民警察

节”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孙震 潘立峰

通讯员 张文涛 摄

地铁11号线澧水道站施工现场。

照片由施工单位提供

学生们在现场和天津渤海银行女排队

员互动，十分兴奋。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何曦 摄

张永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下游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张永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7日14时25
分逝世，终年88岁。
张永平同志遗体已于1月10日在天津第二殡仪馆火化。

本报讯（记者 徐杨）1月5日，天津医科大学学生小徐、天津
工业大学学生小郭同时入住市第一中心医院，开始造血干细胞
捐献前的准备工作。1月9日，两人分别捐献200毫升、303毫升
造血干细胞悬液，成为我市第339例、340例成功捐献者，为两位
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两人说，因为特别的“髓”缘，让同为22岁的他们在病房相
识，成为志同道合的“铁哥儿们”，也让两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通过造血干细胞捐献移植成为血脉相连的“亲人”。

记者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新年伊始，我市已完成3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

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

同岁大学生为生命助力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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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沸腾的群山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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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频道（107）

20:12 百医百顺
22:10男人世界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姐 妹 兄 弟
（31—33）

■转眼几年过去，东方
家园已经被宋建国开发成
功，宋长青和程洁的装修公
司也越来越红火。周丽萍虽
然还住在医院里，但病情已
大有好转。小雪陪着周丽萍
来给唐献民扫墓的时候，发
现宋长青伫立在墓前，原来
他每年都要来看看……

20:45 模唱大师秀

■本期节目模唱的是
京剧张派艺术。张君秋先
生创立的张派艺术，是京
剧继“四大名旦”之后旦角
艺术的又一座高峰。张君
秋先生不仅对传统剧目进
行革新，还创排了许多符
合时代精神的新剧目，新
颖的唱腔、明快的节奏，让
学习张派艺术的爱好者
众多。来自哈尔滨京剧院
的国家一级演员才颖、天
津海河传媒中心的裴冬等
组成本期观察团，他们分
别从唱腔、表演、舞台表现
等多个方面进行点评，让
选手受益匪浅。

都市频道

21:00 复婚（15—16）
■潘军办下来照相馆的

执照，迎来的首位客人竟是
房东丁父，老人要拍一张遗
像。丁父对遗像十分满意，
走出照相馆时，哮喘病突然
发作，好在用药及时，丁父脱
离危险。他自言时日无多，
决定向四平讲述身世……

天津卫视

19:30 沸腾的群山
（39—40）

■红石岭镇人民医院
看押病房内，冯大爪子因
为伙食问题与鲁剑、齐大
年争吵起来，黄婉怡赶快
进来劝阻，并指责冯大爪
子无理取闹。冯大爪子慢
慢平静下来，黄婉怡借为
他检查身体的机会，将手
心中写的“银锁得救”的情
报传给他……

都市频道

15:30 健康直播间

■眼下已经进入了一
年当中的第23个节气——
小寒，俗话说“小寒大寒，冷
成一团”，在这数九寒天的
时节，应该选择哪些药食同
源的本草来科学养生呢？
小寒时节养生的重点是什
么？饴糖有哪些养生功
效？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
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天津
市名中医张智龙教授，在小
寒节气说饴糖、话桑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