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跨越，成就“高铁之国”

北京市延庆区，长城脚下，青山环抱的
青龙桥车站旁，有一尊詹天佑的铜像。

作为京张铁路的缔造者，他眺望远方，
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百年沧桑巨变……

1905年，京张铁路开工建设。全长1091
米的八达岭隧道是京张铁路的关键工程。当
时，外国工程师放言：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
师还没出生呢！留学归来的詹天佑打破了这个
论断。他将南美伐木所用的“人”字形铁路首次
运用在我国干线铁路上，通过延长距离，顺利通
过了京张铁路关沟段33‰大坡度，将原本需要
开挖1800多米的八达岭隧道缩短为1091米。

如今，京张高铁在其下方穿越而过。青
龙桥站站长杨存信说，这是象征着中国发展
速度的京张高铁与老京张铁路的“握手”，成
就了百年京张的立体交会。

路网越织越密，行程日益便捷。2019
年 12月，包括京张高铁在内的 10余条铁路
密集开通。

中国仿佛变“小”了——河南“米”字铁路
网成形、山东高铁成环、江西市市通动车，中
华大地“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不断延伸……

人们的梦想变大了——高铁纵横，“说
走就走”，百姓出行半径随着“高铁经济圈”
的扩大而延伸。

创新引领，缔造“智慧之途”

“智能”，这是京张高铁最亮丽的标签。
“列车增加了自动运行控制 ATO相关

设备，全程实现有人值守下的自动驾驶。”铁
科院机车车辆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波说。

按照地面调度中心预先规划的精准运
行计划，“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能自动控制发
车、加速、减速、停车。在整个行进过程中，
动车组搭载的智能列车安全监控系统，有

2000多个监测点，对动车组状态全面实时
监控，实现工作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自诊
断、导向安全自决策。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具有优越的空气动
力学性能和漂亮外观。在人性化服务方面，新
增了智能环境感知调节技术，能够实现温度、
灯光、车窗颜色等调节，进一步提高乘坐舒适
度。全车Wi-Fi覆盖，还配置了多语种的旅
客信息系统，能够满足国际旅客的需求。

实干圆梦，铺就“复兴之路”

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往奥运赛场的
各国来客将能乘坐京张高铁。

百年前，詹天佑曾写下“窃谓我国地大物
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并以此激励自己带领国人设计、建造铁路。然
而，京张铁路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靠洋人”的命
运。那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想生
产铁路需要的相关装备就是天方夜谭。

时光到了百年后，中国铁路早已跨入了
自主化时代。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设
计者在京张高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
够利用铁路的高精度地图，为建设、运营、调
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智能化服务。

“未来，京张高铁10个车站将有同一个
‘大脑’。”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工程化设
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通过这个大脑，工
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光、温
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在铁科院的“成绩单”上，有这么一句
话：“复兴号”采用的 254项重要标准中，中
国标准占到84%，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
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依托京张高铁建设，中国将进一步形成
智能高铁应用示范方案，构建智能高铁技术标
准体系，成为引领世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家。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网友评论

@马晓慧_V：终于开通啦！2019 年年

尾最好的消息之一！有点想@詹天佑，你

看中国现在多棒啊!

@博之爱：新时代的京张铁路，不仅仅

是速度提升，更是时代的跨越。100 多年的

风风雨雨，我们在此见证。

@八月半：对于在北京的张家口人来

说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期待已久的

京张高铁终于开通了，太开心了！

@无觞：正好放寒假了，可以坐高铁回

家。为我们祖国点赞，盼星星盼月亮好久。

@何淼：现在去张家口很方便了。举

办冬奥会为张家口带来了福音，基础设施

的健全，人流的增加，知名度的扩大，对张

家口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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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为我们带来法治新

气象。大到外商投资、土地管理，小到网络约

车、医保买药……法治，影响国计民生的方方

面面。让我们一起盘点，哪些将要施行的新规

你最关注？

2019年岁末，随着京张、张大、张呼等高

铁开通运营，全国列车运行图今年第 5 次更

新。列车运行图不断更新的背后，是一个充满

繁荣发展活力的流动中国，更是一幅全国人民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奔跑的生动图景。

单 12 月份，全国就有 10 余条铁路密集

开 通 。 中 国 高 铁 运 营 里 程 达 到 3.5 万 公

里。今年开通的高铁有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一些长期以来偏远或相对落后的地区终

于加入了“高铁版图”，为当地百姓追求美

好生活“提速”。

遍布中原大地——郑渝高铁郑州至襄

阳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的

开通，让阜阳、南阳、周口等外出务工集中

地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今年春运期

间，农民工兄弟可以乘坐高铁返乡和复工。

连接革命老区——日兰高铁、成贵高

铁、昌赣客专、徐盐高铁让临沂、毕节、赣

州、苏北等地接入全国高铁网，大大拓展了

当地百姓的出行半径，收获满满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串 起 风 景 名 胜—— 张 家 界 、银 川 、敦

煌、恩施、湘西，铁路串起一条条“黄金旅游

线”，让“诗与远方”不再遥远……

铁路、旅游路、扶贫路，更是一条条致

富路和通向未来的幸福路。

挥别 2019，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

升的复杂局面，全国人民迎难而上，拼搏奋

斗，脚下的路不断延伸。迎接2020，流动的中

国还在加速奔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追梦的中国人民仍将大

步向前。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运行图“一年5更”
追梦人加速奔跑

12月30日，我国首条智能化高速铁路
及2022年冬奥会“门户工程”张家口高铁车
站正式通车运营。它标志着中国首条“智能
化”高速铁路的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条百年铁路又将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铁
路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起点，我们无法
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合国力飞速发
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高铁凝聚在‘1毫
米’之上的精细与跨越。”中铁设计集团京
张高铁总体设计负责人王洪雨说。

京张高铁新建正线全长 173.947 公
里。其中北京市境内70.42公里，河北省境
内103.527公里。全线除既有北京北站外，

新设有清河、昌平、八达岭、东花园、怀来、下
花园北、宣化及张家口等8个车站。崇礼铁
路自京张高铁下花园北站接轨，大致呈南北
走向，向北越岭至太子城村设太子城站。京
张铁路是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寒、大
风沙高速铁路，研发和使用的无砟轨道桥梁
建设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轨道技
术，轨道和轨道间的误差只允许在2毫米。

中铁设计集团副总经理蒋伟平表示，
京张高铁开启了中国铁路建设智能新时
代，在列车自动驾驶、智能调度指挥、故障
智能诊断、建筑信息模型、北斗卫星导航、
生物特征识别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30日电)

外商投资法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外商投资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领域统一的基础性
法律。

根据这部法律，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企
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
策；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

制定工作；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
权。

同时，国务院正在抓紧制定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条例，有
关部门也正在抓紧制定配套规定，以保证外商投资法顺利实
施。

营商环境优化获制度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自 2020 年 1月 1日
起施行。这部条例把近年来有关优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措施、经验做法变成全社会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制度规范，标志着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制
度建设进入新阶段。

条例围绕破解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痛点难点堵点，着力落实市场主体公平待遇。

比如，条例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应严格落实
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保障减税降费政策全面、及时惠及
市场主体，并对设立涉企收费作出严格限制，切实降低市场
主体经营成本。明确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
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不得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设置歧视性要求等。

土地管理实现创新管理

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自 2020 年 1月 1日
起施行。

新土地管理法做出了多项创新性规定。如
首次对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对
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扶贫
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六种情况确需征地的
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方面，取消了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

场流转的限制；在宅基地方面，增加了户有所居的规定，允许
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但地方政府
不能强迫农民退出。

法律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表述取代了原来的“基本农田”，
并将通过编制统一、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形成生态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整体管控框架。

网约车平台调价应至少提前7日公布

随着网约车渐成一种普遍的出行方式，一
些网约车平台价格“说涨就涨”引发了舆论质
疑。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关于深化道路
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调
整定价机制或者动态加价机制，应至少提前 7
日向社会公布。

意见强调,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主动公开定
价机制和动态加价机制，通过公司网站、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APP）等方式公布运价结构、计价加价规则，
保持加价标准合理且相对稳定，保障结算账单清晰、规范、透
明，并接受社会监督。

更多药物纳入医保目录

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 2709个，与 2017年
版相比，调入药品 218个，调出药品 154个，净
增 64 个。70 个新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价格平均下降了60.7%。

据悉，多种入选药物是近年来新上市且具
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耐
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领域。其中，三种丙
肝新药价格降幅平均在 85%以上，将极大改变我国丙肝治
疗此前无药可用、用不起药的困境。

冻猪肉等进口商品关税将降低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
通知，自2020年 1月 1日起，我国将对850余项
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其中，为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适度增加
国内相对紧缺或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进
口，新增或降低冻猪肉、冷冻鳄梨、非冷冻橙汁
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为降低用药成本，促进新
药生产，对用于治疗哮喘的生物碱类药品和生

产新型糖尿病治疗药品的原料实施零关税。
此外，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协定或

关税优惠安排，除此前已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协定税率
外，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对我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
黎加、瑞士、冰岛、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智利、格鲁吉
亚、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的协定税
率进一步降低。

游戏游艺设备不得宣扬赌博等内容

近年来，一些电子游戏娱乐场所出现“高
仿”老虎机等设备，引发家长担忧。2020年 1
月 1日起施行的《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明
确，游戏游艺设备不得具有或者变相具有押分、
退分、退币、退钢珠等赌博功能，不得设置倍率
形式以小博大。老虎机、转盘机、跑马机等由系
统自动决定结果的游戏游艺设备也被禁止。办
法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

民族精神、内容健康向上，具有运动体验、技能训练、益智教
育、亲子互动等功能的游戏游艺设备。

游戏游艺设备生产企业和进口单位应当建立游戏游艺
设备内容自审管理制度，配备专职内容审核人员，加强游戏
游艺设备内容自审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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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张高铁：

“1毫米”之上的精细与跨越

12月 30日 8时 30分，北京北站。“复兴号”智能动车组G8811次列车

准时发出，驶向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太子城站。

这列世界最先进的列车从八达岭长城脚下穿过，与 100多年前京张铁路并肩前行。

百年跨越，两条京张线，见证了中国人从自己设计建设第一条“争气路”，到成为开启智

能高铁“先行者”的历程。

逐梦京张，以此为标志，中国高铁里程突破3.5万公里，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上铸就新的荣光。

12月30日，在北京北站开往太子城站的G8811次列车上，一名乘客望向
窗外。车窗上贴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题的剪纸。 新华社发

1212月月3030日日，，GG24182418次列车驶过居庸关长城次列车驶过居庸关长城。。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212月月 3030日日，，乘务员乘务员、、参与京参与京
张高铁建设的中铁七局部分员工张高铁建设的中铁七局部分员工
以及乘客庆祝京张高铁开以及乘客庆祝京张高铁开
通运营通运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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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0日，一列复兴
号列车行驶在崇礼铁路张
家口市下花园区路段。当
日，崇礼铁路与京张高铁
同步开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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