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2023年3月19日 星期日 责编：蒋全兴 美编：孟宪东

我市出实招治理“种牙贵”
单颗常规种植全流程调控目标为4317元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市
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
于治理和规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新增“种植体植入费（单颗）”等15
项口腔种植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并制定全市最高政府指导价。同
时，确定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单颗常
规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目

标为4317元，较调控前降低60%，据
测算全年将减轻群众负担超1亿元。
《通知》指出，全市公立医疗机

构单颗常规种植医疗服务价格，按
照“诊察检查+种植体植入+牙冠置
入”实施整体调控，包含种植全过
程的诊察费、检验费、影像检查费、
种植体植入费、牙冠置入费、扫描
设计建模费、麻醉费、药品费的总
和。不包含拔牙、牙周洁治、根管治
疗、植骨、软组织移植费用。各公立
医疗机构开展种植体服务时，不得
自行额外增设项目和增加耗材计
价。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参照口腔种
植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最高限价制定
本机构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口腔种植是缺牙修复的重要方
式。近年来，该领域收费不规范、费用
负担重等日益成为民生痛点，各方关
于整顿秩序、降价减负的呼声非常强
烈。制定种植牙全流程调控价格标准
是“种牙贵”专项治理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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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促发展 国际合作再出发
市领导率代表团赴欧洲三国开展经贸促进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睿）3月19日，市委
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率市有
关部门、滨海新区代表团启程赴法国、德
国、丹麦，开展为期10天的经贸促进活
动，全面宣传天津和滨海新区良好的营
商环境，推介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
吸引更多新项目来津布局，促进在谈重
点项目加速落地，推动重点外资企业持
续增资扩产，以高质量项目为高质量发
展增势赋能。

出访期间，代表团将密集走访法国
液化空气集团、法亚集团、施耐德电气公
司等重点企业，全面深化对接合作，着力
推动一批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及扩大投
资，促进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
领域再结合作新硕果。代表团还将拜访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德国）柏林区域
办公室、中国工商银行巴黎分行、法兰克
福分行等机构，并举办滨海新区投资环
境说明会。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小站稻香飘万家、卫青萝卜享
誉京津冀、黄瓜育种成果创新能力
国际领先、强筋春小麦品种可替代
进口、花椰菜品种打破国外垄断并
走出国门、肉羊育种走在全国前列、
鲤鲫鱼苗种致富全国养殖户……
种子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
产业。近年来，天津聚焦农业高质
高效，聚焦做强种业品牌，大力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集中开展“卡脖子”
技术攻关，持续推进优良品种选育，
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国家种业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让
“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天津粮”“天
津菜”。

昨天，2023年中国天津种业振
兴大会、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种业博
览会暨第十九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
与产品交易会、2023天津国际种业
博览会隆重召开。大会展厅内，新
品优质粮菜果蔬，目不暇接、精彩纷
呈，大家品鉴新品，参观交流，交易
洽谈，盛况空前。
在小站稻展台前，色泽饱满、香

飘四溢的小站稻米饭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驻足品尝。
“作为国家级水稻原种场，目前

我们已育成推广水稻品种38个，获
植物新品种权 12 项，发明专利 3
项。其中香稻品种津原U99是绿
色高质量生产的香稻品种，其食味
品质可与稻花香品种相媲美。2019
年与五常稻花香、京西稻同获‘嗑米
2019中国大米食味品鉴’特A级殊
荣。”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副
主任于福安介绍说，他们还在国内
外首次提出了“半弯曲重穗大粒粳
稻株型育种”，攻克了“品质与产量、

抗性与产量、大粒与优质”等多项技
术难题，实现了优质、抗逆、超高产
的高水平统一。

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
技就要自立自强。市农作物遗传育
种重点实验室长期从事超高产、超
优质和轻简化的“两超一简”水稻品
种创新及应用研究，目前已育成国
审省审水稻品种50多个。
“2021年津粳优系列杂交粳稻

中的吨粮稻5号在津实打实收亩产
1049.15公斤，在天津首次实现单季
稻吨粮田。最新育成的津越之光综
合性状全面超越日本国际知名大米
品种越光。以金粳818为代表的系
列轻简化直播稻品种在黄淮稻区年
推广面积1000万亩左右，同类型品

种推广面积居全国首位，引领了全国
水稻直播育种方向。”市农作物遗传育
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学军介绍说。
“聚焦市委、市政府组织实施的

‘十项行动’,我们将继续着力于‘两超
一简’的品种创新与应用，依靠重大科
技创新，促进天津水稻种植业转型升
级，推动天津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现小站稻全面振兴，让‘中国田’用上
更多‘天津种’，让‘中国碗’装上更多
‘天津粮’！”刘学军说。

在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展台前，
众多黄瓜新品种同样吸引众多参观
者。市农科院黄瓜所研究员、市蔬菜
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杜胜
利介绍说，近年来，黄瓜所在深耕传统
育种技术同时开展细胞工程及分子育

种技术研究，在国内首次建立了高效
稳定的黄瓜单倍体育种技术体系。
2012年在国内首次发现了黄瓜雄性
不育突变株，精细定位雄性不育基因
ms-3；系统地研究了黄瓜耐弱光能力
鉴定方法；研发出利用分子标记技术
进行黄瓜种子纯度鉴定的质量检测体
系，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空白。
“现在我们在全国建有标准化示

范基地 22个、示范点 66个，面积达
1000余亩。为瓜农提供品种展示、种
植技术推广、技术咨询、培训服务。同
时以点带面，带动广大瓜农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杜胜利说。

一直以来，市农业科学院菜花育
种团队，坚持自主创新，主持研制的多
项菜花育种技术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使我国菜花育种技术跻身国际前列。
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德岭介绍

说，他们先后育成了“夏雪”“丰花”“津
雪”和“津品”四大系列26个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菜花品种，新品种推广到
全国20余个省市，累计推广面积260
多万亩，创社会效益45亿元，新品种
占我国菜花种植面积20%，改变了我
国菜花优良杂交品种短缺的局面。其
中“津品70”花椰菜在东南亚及巴基
斯坦等国种植受到好评。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种业振兴
行动实施以来，我市建成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并已完成10个涉农区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和2610家养殖场畜禽
水产种质资源普查，审定登记农作物
新品种96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的
品种56个。
聚焦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瞄

准农业高质量发展，我市持续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提升现代种业
发展水平，为国家种业振兴、建设农业
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展示天津作
为、贡献天津力量。

■ 本报记者 王音

春日的津城，迎来种业的盛
会。2023年中国天津种业振兴大
会、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
暨第十九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
品交易会、2023天津国际种业博览
会在津举行。两院院士、高校及科
研院所专家、种业头部企业代表等
“大咖”云集海河之滨，共赴春天之
约，共话种业发展大计。

种子是现代农业“芯片”，种业
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2021年，中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
行动方案》。按照“一年开好头、三
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取得重
大突破”的战略部署，种业振兴领域
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两年来，各地紧盯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
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目标，在基础
性、全局性、开创性工作中取得突破
进展，实现了开好局起好步。”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信说，
今年是建设农业强国起步之年，是种
业振兴行动三年打基础的关键之
年。党中央、国务院对种业要求更
高，全社会对种业期望更高，农业现

代化对种业依赖性更高，要全力以赴
高质量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谈到
天津种业发展，刘信直言天津是“小
农业、大科技”的都市型农业城市，在
品种区试、品种登记、种子检验、种业
监测服务、品种展示评价服务等方面
有很多好的经验做法。天津把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列入着眼未来五年的
“十项行动”，定会谋划更多好政策，
在种业发展上继续走在前、作表率。
头部企业是行业“风向标”。大

会期间，10余家头部企业代表高峰
对话，思想的火花在会场中碰撞，合
作的热情在会场中升腾。
“大会为种业界搭建了合作平

台，也为新技术新品种提供了展示
舞台，将成为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
引领平台。”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何才文有感而发。作
为种业“国家队”，中农发种业是维
护我国粮食安全和推动现代种业发
展的中坚力量。“我们在多地打造创

新中心，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攻
关。我们期待与天津及其他省市加强
合作交流，助力国家加快实现由种业
大国向种业强国转变。”何才文说。

谈到未来发展，九圣禾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志军分享了观点。
“种业企业将向以‘育繁推’一体化、全
产业链上下游融合为代表的集团化；
以联结小农户、大市场和科研院所的
平台化；以专业育种、产品测试、营销
服务和生产加工的专业化；以产品特
色、区域特色、作物特色为特征的特色
化方向发展。种业﹢种植业、畜牧业、
农化服务和金融为内容的‘种业﹢’时
代正在到来。”孙志军说。

专家学者、企业家们不仅热衷于
分享各自观点，更是多次提起对天津
高质量发展的切身感受。
“此次‘四会’一体化设计、一体化运

作、联合举办，正是天津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的具体体现。”刘信赞许地说。
“会场中直观感受到天津的办展

能力和国际化水平。近年来，天津聚

焦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城
市更加生态宜居，吸引了众多人才落
户。”在孙志军眼中，天津吸引力更强、
发展潜力巨大。

大会期间，九大主题论坛轮番开
讲。在“生物育种产业化论坛”上，河
北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
研究所副所长周硕听得津津有味。“一
连参加了几场论坛，收获颇多。论坛
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周硕意犹未尽
地说。

近年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农
科院成立了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在生物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植
物保护、盐碱地利用等方面密切合
作。频繁往来京津冀，周硕感叹天津
日新月异的发展。
“每次来都有新变化，城市面貌更

新、道路更宽、环境更美。特别是第一
次来国家会展中心参会，感觉耳目一
新。展馆空间广阔、活动丰富有序，不
仅硬件好，服务也很到位，天津越来越
有现代化大都市范儿。”周硕说。

滨海新区春季房交会启幕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日，2023年
滨海新区春季房地产交易会拉开帷幕。
本次房交会设有滨海文化中心和古林街
万达广场两个会场，共有近百个品质楼
盘、60余家实力房企参展，涵盖高层、洋
房、商铺等全类型优质产品。此外，会场
还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由现场主播带
领观众“云逛展”。
据了解，此次房交会上，各优质房企

盛装上阵，在拿出精品户型的同时，针对

不同购房需求，提供各种类型的房源和
专属优惠，还有装饰装修、家居建材、金
融服务等住宅产业相关品牌联袂参展，
让广大置业者切实体会到房交会的便利
与实惠。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房交
会将持续至3月26日闭幕，其间将举行
多场推介路演、文艺演出、文化市集等活
动，既为购房者提供全面、便捷、实惠的
选择平台，又为广大观展者提供全新的
“文化会展”新体验。

本报讯（记者 万红）随着天气逐渐
转暖，周边出行游玩需求日渐增加。记
者从我市铁路部门了解到，昨天开始，铁
路部门将恢复津蓟市郊铁路列车运行，
周末开行列车9对，日常开行列车6对，
始发站分别为天津站及天津北站，终到
站分别为蓟州北站及宝坻北站，以满足
市民的休闲游玩需求。

津蓟市郊铁路自2015年改造后开
通运营以来，全线共设天津站、天津北、
曹子里、崔黄口、大口屯、宝坻北、下仓、
上仓、蓟州北9个车站。随着津蓟市郊
铁路恢复图定运行，天津北站也提前准
备、增派人员，加强设备设施巡检，重点
做好老年人等重点旅客服务，积极应对
可能到来的客流。

津蓟市郊铁路恢复开行

本报讯（记者 王睿）按照市委、市政
府“十项行动”中对于滨海新区高质量发
展支撑引领行动的具体要求，滨海新区如
何以“二次创业”的决心和劲头加快发展，
走在前、作表率，支撑引领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破解港城交通矛盾、完善路
网体系，滨海新区又有哪些招法与举措？
3月20日（周一）早8:00—9:00，市政

府办公厅、市网信办、海河传媒中心合作
推出的《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见
行动 看效果──2023区长访谈”，第十

六期节目将邀请滨海新区区长单泽峰做
客天津新闻广播和津云中央厨房直播
间，谈思路、话举措，回应群众关切。
届时，您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AM909）收听音频直播。人民
网、中国网、央广网、腾讯、新浪、网易、搜
狐、知乎、抖音、快手、微观资讯等中央新
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天津广播
抖音号、天津广播视频号、津云客户端、
津云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天津广电网
络导视频道和天津网络广播电视台IP-
TV新闻专区也将播出节目专题视频。

区长访谈第十六期明日播出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
交通运输委及雄安高铁公司了解到，日
前，津潍高铁天津段海河隧道盾构始发
井开工建设。津潍高铁天津段正线工程
3个施工标已全部进场，并全力加快建
设，项目预计将在2027年建成通车。
据介绍，津潍高铁起自天津滨海站，

终到济青高铁潍坊北站，途经天津滨海
新区、河北沧州和山东东营、潍坊等地，
新建正线线路长度348.2公里，天津市境

内60.1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京沪辅
助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
河隧道是该线路全线控制性重点工程之
一，施工进度直接影响通车时间。该始
发井建成后，将投入1台泥水平衡式盾
构机进行掘进，以外径13.8米开挖长度
为6660米的隧道，先后穿越大沽排水
河、西南环铁路、津沽一线立交桥、中央
大道立交桥、海河，最终与滨海站贯通，
作为津潍高铁正线行车通道。

津潍高铁海河隧道盾构始发井开工建设

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津产“小种子”迸发“大能量”

共赴“春之约”共绘种业新篇章

展会现场种业企业、科研院校、制种基地的种业专家与参会人员参观

并展开交流。 本报记者 潘立峰 孙立伟 摄

2023年天津市普通高考英语科目第一次考试于昨日上午举行。各考区精心

组织，各考点密切配合，考试工作稳妥有序开展。

图为考生完成当天考试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2023年天津市普通高考英语开考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3月18日，天
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揭牌仪式暨天津
数字产业峰会正式召开。本次会议以
“智算引领，赋能未来”为主题，由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指导，河北区、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主办。副市长朱鹏参加揭牌仪式并发
表致辞。
朱鹏在致辞中说，天津市人工智能

计算中心是高水平人工智能软硬件基础
设施，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和各类资源与
先进技术，打造一流生态，为广大企业、
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智能科技课题研
究、产品打造、产业化发展，提供高质量、

高效率、高品质的服务。天津将持续以
宽松的政策环境、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
的法制环境，和更加适配的要素支持，构
建完善的产业发展生态体系，拓展应用
场景，为广大企业家在津兴业，来津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为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建
设贡献天津力量。
活动现场，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正式揭牌上线，吸引多家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等入驻；天津港、北京深势科技
均与河北区、华为签署战略合作。产业
界齐聚一堂，共话智算加速赋能千行百
业之道，推动天津数字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刘雅丽）昨日，2023
年中国天津种业振兴大会、第十四届中
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十九届全国种子
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天津国际种业
博览会在津开幕。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
兴旺、副市长谢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
国工程院李德发院士、万建民院士、邹学
校院士等，有关科研高校、行业协会、种
业头部企业、金融机构负责同志，部分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
志出席大会开幕式。
大会以“兴种稳粮保安全、固本强基

促振兴”为主题，旨在全面总结种业振兴

行动实施以来的主要成就和经验，贯彻
落实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工作部署
和任务。此次大会一体化设计、一体化
运作、联合举办，以全新架构亮相，设计
了1场盛大开幕式，召开全国省级种子
站长会、推进种业振兴信息发布会、种业
投资说明会等3场重要会议，举办8场主
题论坛。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种子
管理部门、种子企业、科研高校代表
1000多人现场参加开幕式，1200多个种
业企业、科研院校、制种基地参会，49家
阵型企业、75个制种基地、50个科研单
位参展。

“智算引领，赋能未来”
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揭牌仪式暨天津数字产业峰会举办

中国天津种业振兴大会、全国种子双交会在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