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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人来北京工作，北京人和天津
人去河北养老⋯⋯在京津冀的地理版
图上，三地居民在很多方面正在实现
互联互通。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过
去一年，河北省人社厅分别与北京和
天津人社部门签署一系列协议，今后
三地居民异地工作、就医、创业，都
有望享受与本地居民相当的待遇。京
津冀人才一体化顶层设计的启动，标
志着三地人才一体化建设已经进入实
质性阶段。

加快智力资源再配置

早上 6 点半走出位于北京的家门，
8 点半就来到位于天津的办公室，唐皇
哉很享受这样的“双城生活”。几年
前，他和几位清华大学的博士毕业生
一起在天津创立了睿为科技 （天津）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材料及电子
材料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相关进出口业务。得益于当地对科技
企业的激励政策，公司在创立之初获
得 了 400 万 元 的 科 技 扶 持 基 金 。 目
前，该公司产品已经销售到日本、韩
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知名厂家和
国内多家上市公司。

“政府的资金奖励以及人才引进、
科技配套一系列帮扶措施，大大促进
了企业和个人发展。”唐皇哉说，在政
府部门的帮助下，他已经成功入选了
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
一层次人选。入选后，公司将会把政
府奖励的资金全部用于人才的培养和
后期的技术投入，以促进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

人才是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三地坚持促进人才
合作和流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智力支撑。像唐皇哉这样的高端
人才，不用转移户籍和单位关系，不仅
能在天津干事立业，还能享受天津的各
项人才优惠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每天往返京津两地的创新创业人
才已经突破1000人。

长期以来，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
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三地受发展水
平、产业定位、人才资源等因素影响，
在人才政策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一定差
异。三地的人才评价标准不统一，对区
域内人才流动、发挥作用带来了一定影
响。为逐步减少区域间人才流动阻碍，
使人才能更充分地享受政策和服务保
障，三地共同协商制定了 《通武廊区域
人才互认标准》，分别从京津冀和通武
廊层面对存在差异的人才政策和认定标
准进行梳理，明确了相应人才享受政策
的最低标准，参照学历、职称等通用标
准进行分层级等同化互认。一方面，标
准对省市级人才开发工程和荣誉称号在
三地间进行等同化互认；另一方面，对
在通武廊三地入选不同人才开发工程、
获得相应荣誉称号的人才，在三地间流
动，参照职称或学历等通用标准给予等
同化互认。

例如，部分高技能人才由于学历、
职称等原因，享受政策待遇差异较大，
互认标准施行后，高技能人才凭技术、
能力在通武廊任意一地被认定为杰出人
才的，在三地间流动，可最低参照正高
级职称或具有博士后经历给予认定，享
受相应人才奖励政策。

同时，为充分利用区域创新平台资
源，三地共同协商编制了 《通武廊区域
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目录围绕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产
业，重点选录了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
验室、众创空间等创新平台，面向通武
廊三地企业和人才共享共用。三地人才
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以来，一批合作项目
相继落地开花，通武廊品牌效应逐渐形
成。

顶层设计引领人才互通

根据北京和河北签署的 《推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深化合作协议》，两地
将从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
劳动关系等 4 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省级合
作，共同推动两地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

有效配置，加快京冀人社一体化进程。
为解决流动人才的后顾之忧，北京、河
北两地将互认 9075 家定点医疗机构。
今后，在京冀两地长期驻外和退休后异
地安置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都可
从这 9075 家定点医疗机构中选择自己
在异地就医的定点医院，方便异地就
医。

专家指出，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

源是高端人才的智力创造，人才的一体
化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问题。未
来，应积极做好京津冀人才发展政策的
顶层设计，在政策制定上实现无缝衔
接，保证人才合理流动，形成人才服务
的品牌效应。要让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
上起决定性作用，让用人主体在人才进
管出上有更大自主权，从而使人才在更
宽松的环境实现创新创造。

京津冀深化“人的协同”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

一体化加速推进中，人

才一体化尤为重要。形

成、拥有和保持、提升

京津冀地区的人才竞争

力，直接关系到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的成效。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地正努力打通人才流

动、使用、发挥作用过

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切实加强人才合作——

·人才互通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何伟从海南省 2017 年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 （PPP） 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上获悉：目前，
海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入库项目 158 个，
总投资 1660.44 亿元，其中 91%以上涉及市政、水务、
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

自 2015 年起，海南省为规范推进 PPP 改革，出台
了《关于鼓励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的实施意见》 等 10 个政策文件，设立了省、市县
两级的 PPP 中心，建立了海南省 PPP 行业标准，为
PPP工作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障。

据介绍，海南省的 PPP 项目涉及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市政、旅游、医疗卫生、水利、交通等行业，其
中涉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市政工程两个行业的项目
最多，体现了海南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力度。

“小资金”解决“大民生”

海 南 大 力 推 广 PPP 项 目

本报讯 记者童政 周骁骏报道：广西全面启动宜
居乡村建设，重点实施“产业富民”“服务惠民”“基础便
民”三个专项活动，并专门出台了活动指导意见和三个配
套文件。

广西将深入推进“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巩固提升清
洁乡村、生态乡村建设成效，持续推进宜居乡村、幸福乡
村建设，让八桂大地蓝天常驻、青山常在、碧水长流，努力
营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按照广西“美丽广西”乡村建
设八年行动计划关于清洁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幸
福乡村四个阶段的安排，自治区党委决定，在清洁乡村、
生态乡村建设的基础上，从现在开始，在全区全面启动宜
居乡村建设。

广西将通过宜居乡村活动的开展，打造“美丽广西”
乡村建设升级版：着力推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为农村发展插上金色翅膀；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让农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推进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下功夫补齐农村发展的突出短板；持续推进
清洁乡村和生态乡村活动，进一步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
态美的“金字招牌”。

产业富民服务惠民基础便民

广 西 全 面 启 动 宜 居 乡 村 建 设

本报上海 1 月 5 日电 记者李治国报道：1 月 5 日
8:55，G1373 次列车载着 538 名旅客，准点出发，驶往
2252公里外的昆明南站。

沪昆高铁是全国中长期铁路规划“四纵四横”高铁线
路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东端的上海虹桥站于
2008 年 7 月 20 日正式开工建设，2010 年 7 月 1 日启用，
其后沪昆高铁自东向西，按沪杭、杭长、贵州西逐段开
通。2016 年 12 月 28 日，位于最西端的昆明南站正式投
入运营。至 2017 年 1 月 5 日，上海发往昆明的高铁正式
发车，两地间跨入高铁时代。

此前，上海至昆明间因路途遥远、地形多变等因素，
每天仅开行三趟普速列车，运行时间最短的 K79 次需
要 35 个多小时。为迎接沪昆高铁正式全线运营，铁路
部门于 1 月 5 日调整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从上海虹桥
站每日有 4 趟高铁发往昆明南站，其中 3 趟为上海虹桥
站始发列车，运能合计 1662 个，1 趟为南京南站始发
途经上海虹桥站的中转列车，春运期间预计还会通过重
联编组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运能。4趟高铁中，运行时
间最短的G1373次仅需10小时36分，较之前缩短了近
25个小时。

首趟沪昆高铁发车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高速公
路建设攻坚决战 2017 年项目日前在都匀至安顺高速公
路项目贵安支线曹摆枢纽立交举行集中开工仪式。

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共11个，建设里程为1087公里，总投
资 1664 亿元。这 11 个高速公路项目中有 9 个项目采用
PPP模式建设。加之此前已在建的29个项目，贵州省目
前采取 PPP 模式建设的高速公路项目共 38 个、总里程
达 2771 公里，占贵州在建高速公路总规模 7950 公里的
三分之一。

2016年，贵州省在“十二五”末实现县县通高速的基
础上，继续强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887亿
元，新建成盘县至兴义等 8 个高速公路项目。截至去年
底，该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5433公里。

建设里程达1087公里

贵州集中开工11个高速公路项目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山西省
党政代表团日前与天津市签署了全面深
化合作框架协议，并在能源、人才、新
型农业、商贸、旅游、产业转型、交通
等 7 大领域签署合作协议，全面落实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化津晋
全方位合作，推动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加速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天津与山西同属环渤海区域，经济
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根据协议内
容，两地将以能源合作、现代产业体系
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区域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人才培养交流、体制机
制创新、生态和环境保护联防联控为合

作重点，推动全方位合作。
同时，两省市发改委、人力社保、

农业、商务、旅游、交通运输等部门和
功能区还分别签订了 7 项对口专项合作
协议。

山西是天津的能源重要来源地之
一，能源领域也是此次两地全面深化合
作的重头戏。根据两地有关部门签订的
打造清洁能源供应基地的合作协议，两
地将进一步深化清洁能源合作，发挥山
西能源和区位优势，促进京津冀地区环
保和雾霾治理。同时，拓宽双方在电力
领域合作。

在人才智力合作方面，双方对口部
门将推动建立两地两院院士、“万人计
划”领军人才、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技术
能手等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实现高层次
人才信息共享；加强职业培训合作，共

同开发社会亟需的培训专业，开展联合
办学。

在农产品产销合作方面，针对天津
市场需求，加强“菜篮子”生产基地建
设合作，建立两省市农业龙头企业对接
机制，促进双方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对接
交流，鼓励农产品电商企业在网上开设

“地方特色馆”。
在商贸合作方面，扩大两地会展业

合作交流，把山西打造成天津会展业的
承接地，利用津洽会打造山西名特优新
产品展示平台。进一步加强天津口岸与
山西口岸的对接，尽早实现山西进出口
产品铁海联运、无缝对接，降低企业物
流成本。

在旅游合作方面，双方以互为旅游
目的地的形式，积极开展旅游宣传活动,
探索联合开发“上山下海”“历史文化”

“古建之旅”“晋善晋美·津津有味”等

跨省市主题旅游线路产品。
滨海新区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签

订了区域合作协议。双方将创新合作体
制机制，推动自贸区政策共享，天津自
贸试验区政策向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延
伸辐射。促进产业转移对接，强化两区
产业上下游配套产业整合能力。引导金
融机构对跨区域重大产业项目展开资本
服务。

两地交通部门及天津港、太原铁路
局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尽
快推出海铁联运班列产品，形成稳定的
快速货物进出口通道，探索便利化通关
模式，为客户提供海铁联运全程物流
服务。

此外，1月4日，天津与山西还举行了
投资项目签约活动，共签署 12 个合作项
目，总投资额 93 亿元，涉及精细化工、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康复养老等领域。

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

天津和山西签署“1+7”深化合作协议

图为“京津冀创客联盟”某科技公司科研小组对科技产品进行技术攻关。河北省衡水市工业新区成立“京津冀创客联盟”，融
合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人才等要素，实现京津冀科研成果与工业新区相关产业对接。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据新华社 （记者孔祥鑫 鲁畅 高
博） 每年互派百名干部双向挂职，规模
大、级别高、层次全；工作机制实行原单
位职务保留，新单位担任实职，挂职干
部两地都能“说上话”；聚焦发改、交
通、规划等重点部门及重点地区攻关
⋯⋯从 2015 年 7 月拉开序幕的京冀干部
异地挂职交流，让时空近在咫尺的两地
心理距离也越拉越近。

无论是率先突破的产业、交通、生
态三大领域，还是全方位高度协同的远
期目标，京冀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
全的干部双向挂职将让两地从“地缘相
近”走向“人缘相亲”，“人的协同”将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我跑了河北 11 个地级市、70 多个
县市区，深入到 100 多家企业和开发区
调查研究。”回忆起挂任河北省发改委副
主任的经历，已经返回原单位的北京市
发改委副主任洪继元如数家珍，“1 年的
时间，让我不仅收获了经历，更加深了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认识”。

为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2015 年 7 月 24 日，北京市与河北
省启动互派干部挂职工作，连续 5 年每
年轮换一批挂职干部，首批两地各选派
100名。

如今，第一批双向挂职干部交流已经

结束。此前挂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的河
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张国洪说，两地挂职干部紧抓
紧盯，在多方面促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

在交通方面，挂职干部协调北京市
交通委加快京新等高速公路建设，积极
推进新机场高速、延崇线等骨干路网项
目前期工作；

在区域合作方面，中关村承德大数据
相关项目已有9个落户，保定中关村创新
中心已入驻企业 39 家，石家庄中关村集
成电路产业基地确定合作意向70余项；

在项目对接方面，推动京冀共建曹
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沧州渤海
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亦庄·永清高新
区、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等重点园
区建设和项目入驻；

在搭建功能承接平台方面，北京新发
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成为目前承接
北京批发市场疏解的最大单体项目，已完
成投资近20亿元，上千家商户入驻⋯⋯

“项目要靠人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说到底还是‘人的协同’。”河北工业大
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
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涉及的产业、交
通、环保等项目，不是一簇而就。“通过大
批干部互派挂职，可以建立起两地干部协
同发展、整体布局的大局观。”

地缘更近 人缘更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