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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21日9时整，G1次中国标准动
车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站，瞬
间提速。历经4小时28分的飞
驰，抵达上海虹桥站。

其疾如风！一路上，“复兴
号”最高时速达到 355 公里。
350公里时速的正式运营，标志
着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
速度最高的国家。

记者在一等座车厢看到，座
椅间距统一加大到1160毫米，
旅客“舒展身体”毫无问题。即
使在二等座车厢，座位也相当宽
敞舒适，不仅座椅加长了20毫
米，其间距也统一加大到1020

毫米。
列车不仅在每排二等座前

后都设置220V不间断插座，还
专门增添了USB接口，保证每个
座位充电都能“一一对应”。此
外，乘客还可使用CRNet-WiFi
免费无线上网。

在席位上方，席位号显示屏
增加了新功能：席位号旁边的三
个小点是红色时，显示席位已占
用；黄色代表已经预售，下个区
间将会有乘客；绿色代表车票还
未售出，席位没有占用。

为了让置放的东西更平稳，
窗台采用了增加摩擦力的防滑
材料。

为了提高安全性，技术人员
在“复兴号”上建立了全方位安
全监测系统。全车有2500余个
传感器，比以前动车组多出500
余个。

“这些传感器就像眼睛一
样，时时刻刻对列车的运行状
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度、制
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进行监
测。”铁科院研究员张波说。

随着“复兴号”在京沪高铁
上书写“350公里”时速，不少网
友开始问“350公里的时速啥时
到我家”。

那么，设计时速350公里的
高铁线，会否全面恢复350公里
时速呢？中铁总总经理特别技
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
告诉记者，高铁全面提速需要一
个过程，管理上要面对新的挑
战，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和社会效
益。

在“350公里时速”开行初
期，从9月21日起，将有7对“复
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按时速
350公里运行，分别是G1/G2、
G3/G4、G5/G6、G7/G8、G9/
G10、G13/G14、G17/G18次。

尽管全面推行“350”仍有待
时日，但提速的高铁“暂不提
价”。“提速初期，考虑到社会也
需要一个适应期，目前不会调整
票价，以后会按情况逐步进行调
整。”何华武说。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赵晶晶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
铁路局了解到，今年铁路十一假
期运输期为9月28日至10月8
日共计 11 天，预计发送旅客
539.7万人，同比增加16.9万人，
同比增长3.8%，其中日均发送直
通列车旅客22.1万人。

十一期间，郑州铁路局预计
发往全国的客流集中在北京、上
海、深圳、西安、大连、桂林、贵阳
等热门方向，省内客流集中在新

乡、安阳、开封、商丘、洛阳、三门
峡等旅游景点密集城市。

针对假期客流集中方向、热
门城市，郑州铁路局增开临客列
车39.5对。

假期期间，郑州铁路局增开
往返上海、秦皇岛、大连北、贵阳
等方向直通临客列车6对，车次
分别为：

郑州东—秦皇岛G4362/3
次、G4364/1次；郑州东—信阳
东G4539/40次；郑州东—大连
北 G4386/7/6 次 、G4385/8/5

次；郑州东—贵阳北 G4541/2
次；郑州—北京西K4080/79次；
郑 州 — 上 海 K4540/37 次 、
K4538/9次。

假期期间，临客开行详细车
次、到 站、日 期 等 信 息 均 以
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
和各大火车站公告为准，广大旅
客了解具体列车时刻、正晚点信
息、余票查询、失物招领等信息，
可通过微信关注“郑州铁路局”
服务号进行查阅。

线索提供 王玮

□记者 李一川

本报讯 昨日起，全国铁路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
后，全国铁路即将迎来国庆、中
秋“双节”客流集中的考验，郑州
铁路局也有多趟列车进行调整。

记者了解到，9月21日起，
郑州铁路局启用新列车运行图，
新增直通旅客列车2对、高峰线
列车4对、更改车次3对、变更运
行区段3对。

新的列车运行图，首开郑州
往返南昌高铁列车，G2043次郑
州东站 15：21 发车，南昌西站
20：48到达；G2044次南昌西站

8：55发车，郑州东站14：00到
达。

新增北京、贵阳方向高峰线
高铁列车4对，分别为北京西—
郑州东G4565/6次；北京西—郑
州东G4567/8次；北京西—洛阳
龙门G4569/70次；郑州东—贵
阳北G4541/2次。

另据了解，届时，洛阳龙门
站增开5趟列车，4趟列车变更
运行区段，12趟列车停运或停办
客运业务。

“之前说此次调图有直达厦
门的高铁，为何我在铁路12036
上查询不到此车次呢？”有郑州
市民打电话咨询。记者向铁路

客服95306咨询，对方回复说，
郑州直达厦门的高铁目前正处
于调试中，并未开通，详情可关
注 中 国 铁 路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

啥时候能在郑州坐上350公
里时速运行的“复兴号”呢？记者
了解到，8月21日起，铁路部门扩
大“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范
围。在京广高铁上，途经郑州东
站的，从北京开往广州的G65及
广州开往北京的G68次列车，就
由“复兴号”担当。至于其它高铁
线路上的列车提速至350公里每
小时运行，记者查询或进行咨询，
发现目前暂未有相关消息。

综合新华社北京9月21日
电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
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
见》21日正式对外公布。意见
提出，要坚决防范地方和部门
不当干预。研究制定防范和惩
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
的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
造环境监测数据等问题。

根据中办、国办近日印发
的《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
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
到2020年，全面建立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
惩治机制，实现两个“确保”，即
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
公正开展工作，确保环境监测
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当前，地方不当干预环境
监测行为时有发生，环境监测
机构服务水平良莠不齐等因
素，导致环境监测数据质量问
题突出。意见提出，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建立健全防范和惩
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责
任体系和工作机制，并对防范
和惩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负领导责任。对弄虚作假问题
突出的市（地、州、盟），环保部
或省级环保部门可公开约谈其
政府负责人，责成当地政府查
处和整改。

意见要求，研究制定防范
和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
活动的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
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限制、
阻挠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监管执
法，影响、干扰对环境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行为查处和责任追
究，以及给环境监测机构和人
员下达环境质量改善考核目标
任务等问题。

意见提出，实行干预留痕
和记录。明确环境监测机构和
人员的记录责任与义务，规范
记录事项和方式，对党政领导
干部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干预
环境监测的批示、函文、口头意
见或暗示等信息，做到全程留
痕、依法提取、介质存储、归档
备查。对不如实记录或隐瞒不
报不当干预行为并造成严重后
果的相关人员，应予以通报批
评和警告。

对于环境监测机构的数据
质量责任，意见提出建立“谁出
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
任追溯制度。采样与分析人
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
原始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的真
实性终身负责。

意见还提出严厉惩处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并要
求大力推进部门环境监测协
作、加快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监
管能力等。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1日
电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
《关于支持北京市、上海市开展
共有产权住房试点的意见》，支
持北京市、上海市深化发展共
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鼓励两
市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结合本
地实际，在共有产权住房建设
模式、产权划分、使用管理、产
权转让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
点经验。

《意见》要求，发展共有产
权住房，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明确供应对象范围，建立健全
共有产权住房配售定价、产权
划分、使用管理、产权转让等规
则，明确相关主体在房屋使用、
维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
保共有产权住房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意见》指出，发展共有产
权住房，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
和供应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要以

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
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
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
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
提供基本保障，通过推进住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解决
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
题。

目前，北京市、上海市积极
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北京市出台了《共
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明
确了未来五年供应25万套共
有产权住房的目标，着力满足
城镇户籍无房家庭及符合条件
新市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上海
市截至2016年底已供应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8.9万套，着力改
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居住条件，并明确了下一步发
展目标。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密切跟
踪北京市、上海市共有产权住
房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加强指
导，及时总结经验。

“复兴号”正式提速 铁路大调图
时速350公里！
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飞奔
350公里的时速啥时到我家？需要一个过程

首开郑州往返南昌高铁列车
新增北京、贵阳方向高峰线高铁列车4对

郑州铁路局根据客流集中方向、热门城市

十一假期增开临客39.5对

中办国办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

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
要全程留痕

解决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

京沪搞共有产权住房试点
住建部发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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