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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 3
年多来，作为先行领域的一体化交通网，
已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国家高速
公路网7条首都放射线北京段全部建成，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交通
一体化架构日益清晰，京津冀“1 小时通
勤圈”初露端倪……条理分明纵横交错的
一体化交通网，将京津冀三地越来越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

放射线路网成形

目前，涉及北京的高速铁
路已全部开工；新机场航站楼
实现封顶封围；国家高速公路
网 7 条首都放射线北京段全部
建成

6 月 30 日，随着连接京津冀地区的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最后一段——通
州至大兴段具备通车条件，俗称“北京大
七环”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正式闭合
成“环”。

在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中，首都地区
环线高速编号为 G95，途经河北省张家
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大兴区、
通州区和平谷区等地，线路全长 940 公
里。其中，河北境内约850公里，将河北
承德、兴隆、三河、香河、廊坊、固安、涿州、
张家口、崇礼、沽源、丰宁等城市串联起
来；北京市境内约90公里，串联起平谷、
通州和大兴等区。

“此前，河北境内部分已经通车。”北
京首都环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荆艳会说，通州—大兴段工程起点为大兴
区采育镇韩营村南侧市界，终点为通州区
西集镇赵庄村北侧市界，与河北省香河县
段规划线位相接。通州—大兴段38公里
长的高速建设历时一年半。

“以后，往南走的过境车辆尤其是大
型货车，不用再绕道东六环。”荆艳会表
示，通州至大兴段的开通，还将缩短河北
承德至雄安新区、北京新机场的距离，其
中河北承德到北京新机场的距离可以缩
短150公里。建成后的“北京大七环”在
京津冀多个重要城市间形成快速连接通
道，与多条高速公路放射线形成网络，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目前，通州—大兴段共有7座互通式
立交桥，其中3座为枢纽型立交桥，可与
京沪、京津、京哈高速实现互通。

除首都环线通州—大兴段工程外，另
一条连接北京与河北三河的快速通道
——京秦高速北京段，也在6月底具备通
车条件。京秦高速公路全长264公里，经
三河、蓟县、玉田、遵化、秦皇岛等地。京
秦高速北京段建成，对缓解京哈高速交通
拥堵状况，支持城市副中心建设，带动沿
线地方经济发展，改善通州区北部地区的
投资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是骨骼
系统和先行领域。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加快构建京津冀一体化交通
网络方面，目前涉及北京的高速铁路已全
部开工；新机场航站楼实现封顶封围；国
家高速公路网 7 条首都放射线北京段全
部建成。

一体化架构落细落实

北京新机场线建设如火如
荼，同时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
北廊坊北三县交通一体化架构
日益清晰

6 月 29 日上午 10 时，随着最后一仓
混凝土浇筑完成，北京新机场线一期工程
磁各庄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这是继新
机场北航站楼站之后，新机场线3座车站
中第二座封顶的车站。当天，北京市重大
项目办在施工现场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
方全力以赴，确保新机场线于 2019 年 9
月份随新机场同步投用。

新机场线是北京新机场“五纵两横”
综合交通主干网络线路之一，也是国内首

条最高时速16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据了解，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全长
41.36 公里，自北向南依次设草桥站、磁
各庄站和新机场北航站楼站三站。在草
桥站，新机场线将与已运营的10号线、在
建的19号线换乘。

在新机场线建设如火如荼推进的同
时，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交
通一体化架构日益清晰。近日，首都之窗
网站发布《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
员会关于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486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同意孟宪明
委员提出的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
廊坊北三县交通一体化的建议。

“北三县”包括河北廊坊的三河市、大
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这三个县市行
政上隶属河北，却与京津相接。近几年，
很多居住在北三县的就业者每天穿过通
州到北京市区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大
厂谭台治安检查站和观潮路警务站日均

车流量就达1万余辆次，早高峰上行通行
率约400 辆次/小时。因此，解决北三县
的通勤问题迫在眉睫。

对此，市规划国土委在会办意见中表
示，2017 年北京已与河北省联合启动编
制《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地区整合规划》，
规划范围包括通州区以及廊坊北三县地
区的全部行政辖区。除连接北京通州、天
津蓟县、河北秦皇岛等地区的京秦高速年
内竣工通车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
北部，还将形成徐尹路对接燕郊北外环路
等骨架网络。在核心区南侧，也研究了通
州连接大厂、副中心连接香河的骨架
通道。

“1小时通勤圈”初现

未来 3 年，形成北京、天
津、石家庄中心城区与新城、
卫星城之间“1 小时通勤圈”，
北京、天津、保定、唐山“1
小时交通圈”

日前，在交通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综合规划司副巡视员毛健表示，未来 3
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将加快推
进京津冀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形成北京、天津、石家庄中心城
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1 小时通勤圈”，
北京、天津、保定、唐山“1 小时交通圈”。
同时，还将加强对雄安新区和冬奥会的保
障，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交
通基础设施，加快推进2022年冬奥会配
套交通项目建设。

今年初，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
——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已正式全
线开工建设。该线起自京九铁路李营站，
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霸州市，最终
到达雄安新区，全长92.4公里，总投资约
335.3亿元。

按照规划，北京城区内李营至北京新
机场段设计时速250公里，将于2019年9
月份与新机场同步投入使用。北京新机
场至雄安新区段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
2020 年底实现全线通车运行。届时，从
北京城区到达雄安新区最快仅需 30 分
钟，是连接雄安新区、北京新机场和北京
城区最便捷的通道。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大交通、生态环保、产
业合作的推进力度，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三
个重点领域已取得率先突破。交通环境
的改善，使区域内产业转移和对接协作更
加便捷。

数据显示，目前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
区已累计签约北京项目129个；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472家，仅今年
就已新增注册 117 家。有统计显示，
2015年至2017年，北京在津冀两地投资
认缴出资额累计超过5600亿元。

“北京大七环”形成三地多个城市快速连接通道——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蓝图渐次落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日前，首都地区环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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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机场线一期工程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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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参建的京
津冀协同发展重要铁路项目——唐曹
铁路日前实现全线通车。该铁路正式
运营不仅拉近了曹妃甸至北京的空间
距离，而且扩大了运能，完善了“一
港双城”交通路网布局，同时进一步
促进了京津冀地区经济交流和人才
往来。

唐曹铁路为客货共线，全长 91.5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通车后可实

现曹妃甸100分钟直达北京站，缩短约
2 小时路程，方便沿线近百万群众
出行。

据现场项目经理高健介绍，唐曹铁
路于2015年全面开工建设，中铁十八
局集团项目建设者克服了面广、地窄、
工序多、交叉作业风险大等困难，安全
跨越了交通繁忙的唐津高速和超负荷运
转的津山铁路及超大型货车来往频繁的
205国道。 （据新华社）

唐曹铁路连“一港双城”

推动传统养殖业升级 全面优化水产品结构

山东沾化：“南苗北育”丰富海上“菜篮子”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贾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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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现代水产苗种繁育及工
厂化养殖体系建设，山东滨州沾化区大
力实施“南苗北育”工程，加快滨海高
效水产养殖示范基地项目建设，推动传
统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全面优化水产
养殖结构，打造对接京津冀海上“菜篮
子”。

山东金水源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红军告诉记者，“虾池的南美白对虾标粗
种苗明天一早发往天津利达虾厂，今年
公司‘南苗北育、北苗南销’项目新繁
育成功的普瑞莫海壹、科海、台湾二代
等南美白对虾种苗40亿尾，已全部预订
一空，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说：“原
先公司从海南买虾苗，现在是把虾苗卖
回海南，同时辐射到周边的河北、天津

等地。”
走进位于滨州沾化滨海高效水产养

殖示范基地内的山东金水源有限公司育
苗车间，每个育苗虾池的温度表显示
31.8摄氏度。“这是南美白对虾种苗繁殖
的最佳温度，从种虾、幼体、仔虾到标
粗大苗，在育苗期各环节，公司严格按
照技术管理规范，把好每一道关口，特
别是要为虾苗提高免疫力。新培育的对
虾产量将从亩产不足70斤提高到300多
斤，效益非常可观。”张红军介绍。

2017 年底，投资 1300 万元的山东
金水源水产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建成的1.2
万平方米大型工厂化育苗车间，已繁育
对虾苗种 15 亿尾，第一茬虾苗 15 亿尾
销售一空。“我们计划用 3 年至 5 年时

间，投资 1.5 亿元建设智能繁育标准化
示范基地，由大水面、零散化、粗放式
的传统养殖模式转向标准化、工厂化、
智能化的现代化养殖。届时，每个养殖
车间从供水、供气到供热全部实现智能
化操作，工人从原来的 8 人缩减到 2
人。公司将从 10 月份起繁育‘温室
虾’，春节期间上市，让广大消费者过年
吃上新鲜的活虾，‘四季养虾’将变成现
实。”张红军信心满满地说。

同时，山东金水源水产有限公司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及
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开展深入合作，
共同研发虾苗“渤海1号”，成功后将结
束我国北方地区没有本土优质一代虾苗
品种的历史。

据介绍，目前一期总投资 1.5 亿元
的山东金水源水产有限公司智能繁育标
准化示范基地、总投资 3 亿元的滨州科
海对虾产业合作有限公司现代对虾种苗
繁育及绿色生态养殖示范园区、总投资
1.2亿元的滨州未来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工厂化养殖育苗3个龙头项目，计划用3
年时间建成高标准工厂化养殖厂房10万
立方米水体，改造传统养殖区30万亩，
实现年产虾蟹种苗300亿尾，年产优质
南美白对虾、牙鲆、星鲽、丰虫卵等各
类海珍品 3 万余吨，年产蔬菜 6000 余
吨，年销售额20多亿元，将沾化滨海高
效水产养殖基地项目打造成鲁北地区乃
至全国大型水产养殖和生产加工基地
之一。

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报
道：日前，福建省召开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和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试验区建设推进会。福
建省委书记于伟国表示，要持
之以恒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到
2020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并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到 2035 年，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
本实现，建成美丽新福建。

据介绍，福建生态文明建
设起步早、力度大，历届福建
省委、省政府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
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
实 做 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各 项
工作。

2017 年，福建省主要河
流优良水质比例达 95.8%；9
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96.2%；福州、厦门在
全国 74 个大中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中分列第五、第四位；森
林覆盖率 65.95%，保持全国
首位；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节
能减排降碳任务，2017 年全
省生产总值达 3.23 万亿元，
总量位列全国前十、增速位居
东部地区首位。

“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
家园，要像建设好、保护好我
们的小家一样建设好、保护好
大家的家园。”于伟国说。

下一阶段，福建省将进一
步强化措施、铁腕治理、精准
发力，着力推动绿色发展，着
力解决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着力加强生
态保护与修复，切实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同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是中央交给福建省的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福建省将进一步
深化认识、凝聚力量，把各项
改革任务抓得更深、落得更
实。严格对照中央要求，紧紧围绕“四区”战略定位持
续深化、持续突破；坚持“两手”发力，充分用好政府
和市场两种手段、两种力量；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促进
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不断开创
试验区建设新局面。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日前，在孩子们的一片欢呼声中，中国铁路兰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第二趟“环西部火车游”研学专列从兰州
车站驶出。

由兰州局集团客运处、经开处、运输处和甘肃兰铁
国旅公司联合打造的这趟研学专列，以“丝路文化”为
主题，以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内容，一路上将停
靠嘉峪关、张掖，载着400余名来自兰州市五十七中学
的孩子们奔向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的文化艺术殿堂敦
煌，开启为期6天的研学时光。据介绍，这个假期，兰
州局集团公司将开行4趟不同主题的研学专列。

“以专列这样新奇而又独特的方式让历史文化知识
变得生动起来，学生们也更容易接受了。”随团的兰州
市五十七中学的老师说。

今年，中国兰州局集团公司积极响应甘肃省旅游强
省战略，进一步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
铁路“安全、快捷、舒适”的优势，倾力打造列车+旅
游新模式，全新推出“环西部火车游”，以“1+6+N”
的思路开行列车，“1”即1列旅游专线列车，“6”即6
条图定火车旅游线路，“N”是指多种旅游线路图定列
车衔接解决方案，依托“旅游版运行图”不断完善“环
西部火车游”产品。

为精准对接教育研学需求，确保研学项目专列高品
质开行，兰铁国旅公司深入学校、教育机构开展走访调
研，全面了解掌握市场需求，不断完善产品设计，与兰
州市中小学校、社团、教育主管部门、第三方教育机构
密切联系，通过宣传推广“环西部火车游”研学旅行项
目，努力探索合作新模式。他们专门邀请省内外教育专
家、教师以及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精心设计
特色主题研学活动。同时，精心挑选贴近学生和实际生
活的博物馆、人文景区、红色旅游资源作为研学对象，
并做好研学中交通、餐饮、住宿、医疗、参观学习等全
方位优质服务，让学生知行合一，行有所获。

本趟专列以丝绸之路中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为核心
内容，学生们将深入学习考察神秘的丹霞地貌，感受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实地参观考察嘉峪关关城，深入了解
边关人文历史，了解长城文化；参观东风航天城，了解
相关航天知识，领略科技的魅力，近距离体验感受基地
工作人员的生活；参观考察敦煌博物馆、莫高窟、鸣沙
山、月牙泉，深入了解敦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神奇的自
然景观。

“开行‘环西部火车游’专列客运新产品，不仅是
主动对接市场需求、深度挖掘市场潜力、积极探索多元
合作共赢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助力铁路客运提质、跨
局合作和开发新市场的生动实践。”兰铁国旅公司总经
理符庆忠如是说。

乘研学专列 探丝路文化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强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