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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公路建设与沿线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开发区、特色小镇等综合开发——

河北公路网串起特色产业带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哈聪杰

河北加快完善公

路网络和配套设施，

促进优质要素资源在

沿 线 聚 集 和 有 效 增

值，实现公路建设与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

兴、全域旅游、特色

产业等融合发展，打

造 特 色 鲜 明 的 “ 三

沿”经济带

近日，河北省出台《“三沿”地区
公路与产业协同指导意见》，提出将加快
推进石家庄市区外滹沱河沿线公路、京
杭大运河沿线公路、山海关至沧州沿海
公路 （统称“三沿”地区公路） 规划建
设，统筹做好公路建设与沿线产业园
区、旅游景区、开发区、特色小镇等综
合开发，推动实现公路与产业协同发展。

今后几年，河北省将以交通和生态
为导向，创新综合开发模式，加快完善
公路网络和配套设施，促进优质要素资
源在沿线聚集和有效增值，实现公路建
设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全域旅
游、特色产业等融合发展，打造特色鲜
明的“三沿”经济带。

到2022 年，“三沿”地区重点区段
形成二级及以上公路网络支撑，公路骨
干网络基本建成，形成若干特色鲜明的
产业节点和旅游目的地，初步形成串联
各产业节点的特色产业带。

生态滹沱河培育高端服务业

“围绕发展旅游新业态，我们正在打
造休闲康养产业集群。”今年6月下旬，
第四届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大会将在灵寿
县举办，灵寿县委副书记于燕红介绍
说，依托丰富的山水生态资源，当地启
动了锦绣大明川休闲度假康养小镇、横
山湖自驾车房车露营地、车谷坨康养度
假区、医学院康养小镇等新业态项目。

同时，灵寿县以磁河大道、滹沱公
路灵寿段 （河北大道） 为主线，积极调
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景观
农业，着力打造沿路景观带，提高旅游
供给质量，丰富旅游体验内容，满足个
性化市场需求。

根据《“三沿”地区公路与产业协
同指导意见》，河北省将统筹滹沱河两岸
自然、文化、历史等资源，严守生态红
线，发挥绿色生态优势，培育滹沱河高
端服务产业带。重点发展休闲旅游、创
意设计、体育康养、科创服务、商务会

展等高端服务业，衍生发展生物医药、
绿色食品、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绿色
制造业，带动沿线传统优势产业、县域
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高端服务聚集
带和创新经济走廊。

记者了解到，2018年石家庄市三次
产业结构优化为6.9∶37.6∶55.5，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0%。其
中，科技服务与文化创意产业大幅增
长，节能环保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现
利税分别增长26%、30%。

今年，石家庄市将继续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商贸物流和会
展经济，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
市。充分利用交通资源和区位优势，调
整优化物流产业布局，推进综合性智能
化物流基地建设，巩固提升全国物流节
点城市地位。

为促进产业与公路协同发展，河北
将构建石家庄市区外滹沱河沿线“双
线、多跨、多联”公路网络布局。其
中，沿滹沱河两侧的两条主干路形成

“双线”，串联沿岸主要产业园区、旅游
景区、开发区、特色小镇、新农村建设
等；跨越滹沱河的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和
产业路、旅游路等其他公路构成了“多
跨”；由国省干线公路和产业路、旅游路
等其他公路共同组成“多联”，实现滹沱
河周边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开发区、
特色小镇与滹沱河或最近的国省干线公
路便捷连接。

古老大运河打造文旅新名片

“近两年，沧州认真梳理大运河文化
遗产资源，编制完成《大运河沧州段文
化遗产名录》，收录了沿线164处物质文
化遗产和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
一条覆盖整个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名
录。”沧州大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韩海霞告诉记者，在挖掘整理的
同时，沧州也在加强开发展示大运河
文化。

2018 年，沧州汇聚大运河沿线吴
桥、南皮、东光、泊头等多地之力，以

“千年杂技梦，百里运河图”为主题，推
动大运河20个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和提
升，精心打造七大经典文化旅游项目，
全方位展现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景点景
区，让运河沿线重现往日繁华。

河北省此次出台的《“三沿”地区
公路与产业协同指导意见》提出，将构
建京杭大运河沿线“快旅、慢游、多
联”公路网络布局。围绕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要求，重点建设国道 G339
吴桥绕城段等国省干线公路项目，以及
产业路、旅游路等其他公路项目。同
时，河北省将培育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
带，以大运河沿线遗产资源为载体，凸
显大运河原真生态景观特点，重点建设
香河潮白河大运河国家湿地公园、吴桥
县运河公园、东光县万亩森林公园、清
河森林公园等一批生态景观节点。

围绕培育统一的“千年运河”文化
旅游品牌，河北省将丰富完善旅游业
态，形成古今交融的多彩全域旅游带，
重点打造香河北运河生态文化旅游区、
沧州运河武术名城、吴桥杂技文化旅游
区、衡水董子国学文化旅游区、清河运
河水镇旅游区等文化旅游片区，加快建
设大运河沿线特色小镇、文化产业园等
一批重点旅游项目。

韩海霞介绍说，今年沧州将以大运
河文化带为轴线，推进吴桥杂技名镇、
东光生态名镇、泊头手工业名镇、沧县
旧州古镇、沧县兴济名吃小镇、沧县武
术小镇、青县红木小镇建设，注重凸显
曲目、美食等运河元素，将大运河文化
带延伸至产业带和经济带。

港产城互动融合发展三产业

为培育秦唐沧滨海产业带，河北省
将统筹陆海资源配置，优化港口功能，
以港产城互动融合为主要抓手，重点发
展先进临港产业、滨海休闲康养产业和

现代海洋渔业，努力打造重化工业转型
升级示范带和高端康养、休闲度假聚
集区。

沧州渤海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回建
强介绍说，港口建设是沧州发展沿海经
济带的支撑。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
成港口建设投资500亿元，建成20万吨
级航道和35个万吨级以上泊位，对外开
放的万吨级以上码头达到14个。

在港口建设提速的同时，沧州也在
不断拉伸路网框架，着力推进石衡沧
港城际铁路、邯港和曲港高速、雄港
快速路、雄沧港城际铁路等重大交通
项目建设。记者了解到，围绕服务沿
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河北省将构建
山海关至沧州公路网络布局，重点建设
唐秦高速、国道 G228 沧州段等国省干
线公路项目及产业路、旅游路等其他公
路项目。

同时，河北省将依托沿海港口和开
发区，发展提升绿色化工、精品钢铁、
重型装备、港口物流等优势临港产业，
培育壮大生命健康、生物医药等新兴产
业，全力打造北戴河生命健康示范区、
南堡现代盐化工产业集群、曹妃甸国际
钢铁及能源原材料物流基地、沧州汽车
产业集群等一批沿海产业集群和临港产
业基地。

据介绍，渤海新区作为沧州沿海经
济龙头，目前已与瑞士、挪威、英国等
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引
进法国液化空气、德国巴斯夫、北汽集
团、新兴际华、中国一重等国内外500
强投资项目28个，装备制造、科创、新
材料、轻工食品、新型建材、临港商
务、综合保税、海洋经济、现代物流等
一批特色功能园区加速成型。

回建强告诉记者，沧州沿海地区已
初步构建起以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
药、绿色石化等优势产业为基础，以高
端装备制造、通用航空、文化旅游、现
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临港产
业体系。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
年会北京顺义专区，一项基于北斗卫星导
航技术的“智慧畜牧”系统让牧民足不出
户就可以“用卫星放牛”成为现实。

“作为首都机场所在地，顺义区是首
都面向全国和世界的门户，是北京创新产
业集群示范区、北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重要承载地。借助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
年会在顺义举办的重要契机，以国家地理
信息科技产业园为主要载体，顺义区集聚
了正元地理信息、四维图新、天地图、卫星
应用中心、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等 80
余家重点企业，年产值近100亿元，在核
心芯片、功率器件、地理信息、位置服务等
领域形成了一定产业发展基础。”顺义区
副区长支现伟介绍说。

顺义区发布的《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
产业创新发展规划》清晰地勾勒出了北斗
产业发展蓝图：建设北京市北斗卫星导航

综合应用服务平台；推动北斗导航区域增
强系统建设；建设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务
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支持北京市卫星导
航应用技术融合创新；建设北京市北斗终
端产品检测中心。

在本次年会上，顺义区和中国兵器工
业导航与控制技术研究所签署了《导航与
控制产业基地项目入区协议》，项目计划
投资10亿元，建设北斗二代导航芯片以
及卫星导航、惯性导航、嵌入式计算机、伺
服系统、网络通信、无人车辆及飞行器智
能控制系统等领域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基地。

同时，顺义区还与美团点评公司、北
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二十一世纪空
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未来将在人工智能、无人配送、空间大数
据等领域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北斗技术创
新应用、推动北斗关键技术突破、构建“北
斗+”融合应用生态圈。

顺义区经信局局长兰雄景告诉记者，
本次年会期间有10个项目落户顺义，总
投资额约100亿元。这些落户项目为顺

义下一步产业升级和融合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

“打造北斗产业创新发展的完整产业
链条，我们有坚实的经济和科技产业基
础。”兰雄景分析说，2018 年顺义区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达16万元，工业总产值排
名北京前列，培育了汽车制造、航空航天
两个千亿元级产业。当前，顺义区加快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围绕“3+4+1”高精尖主
导产业新格局，聚焦“新能源智能汽车、第
三代半导体、航空航天”三大创新型产业
集群，提升发展“临空经济、产业金融、商
务会展、文创旅游”四大现代服务业，着力
构建“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全区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达675家，基金规模1.8万
亿元、产业基金 4000 亿元，成功承办世
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并成为永久会址，启
动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生态示范区，拥
有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新馆、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重大国
际交流平台。

“目前，顺义区着力发展的新能源智
能汽车、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航天、5G应

用等几大主导产业，都与北斗导航紧密相
关。”兰雄景表示。顺义区现在拥有北斗
相关及地理信息类企业30余家，总投资
近15亿元，产出8.3亿元。其中，顺义新
能源智能汽车项目正在打造200平方公
里的智能网联汽车生态示范区，包括一大
批自动驾驶的应用场景，如自动驾驶的智
慧公交、智慧交通和自动接驳等。这些汽
车产业新业态都离不开高精度的电子地
图和北斗导航位置服务。

顺义区是北京市5G产业发展的产业
化和示范应用基地，在现有产业基础上，
顺义重点围绕5G智能驾驶、智慧电网、智
慧城市管理、智慧医疗、智慧环保、智慧政
务等应用领域，以北小营镇新能源特色小
镇为载体，依托其智能驾驶汽车生态产业
示范区和5G测试环境，加快打造5G全要
素智慧小镇。

“接近3000亩的国家级地理信息产
业园，目前已有270多万平方米楼宇投入
使用。顺义区围绕导航、航空航天、信息
服务等相关产业领域布局，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兰雄景说。

北京顺义形成北斗产业创新发展链
本报记者 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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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 杨子佩报道：日前，河南省举
行交通重点项目暨高速公路“双千工程”建设推进会。据
悉，今年河南省将建成通车4个项目共339公里高速公
路和2座黄河大桥。届时，河南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将再
次迎来大提升。

“当前，河南省在建交通重点项目，特别是高速公路
‘双千工程’项目主要分布在伏牛山、大别山、太行山等交
通不便的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涉及 41 个县
区，其中25个为贫困县，包括卢氏、淅川、嵩县3个深度
贫困县。”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兴彬介绍，今年建成
通车的 4 个高速项目分别是商南高速公路周口至南阳
段；淮信高速公路息县至邢集段；济洛高速公路济源至豫
晋省界段；台辉高速公路豫鲁省界至范县段（台前收费站
至范县段25公里）。2座黄河大桥分别是国道107官渡
黄河大桥，国道234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双千工程”是
河南高速公路2019年建设蓝图，计划开工14个高速公
路项目，总里程1002公里，总投资1086亿元。

河南全力推进交通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
道：吉林省日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解读吉林省委省政府出台
的《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发展
空间布局的意见》，细化《关于
推进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
规划实施的若干政策》和《关于
推进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
发展规划实施的若干政策》，通
过“双协同”，加快一体化发展。

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
展，立足长春与吉林两地总量
大、地域近、经济互补性强的特
点，探索建立长吉两地有效的
区域联动模式，扎实推进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
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五个一体
化”工程，实现长春吉林一体化
协同发展。长春公主岭同城化
协同发展，立足长春与公主岭
两个区域经济紧密相连、深度
融合、交通贯通、物流联通的发
展趋势，充分发挥区域、产业优
势和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的
集聚带动作用，进一步整合资
源，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构建“长春—公主岭同城化
协同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陈云雾在解读时说，“长吉一体
化”规划包括九个方面42条具
体内容。其中，在产业发展一
体化方面，重点是优先争取国
家产业转型升级等专项资金，
引导省级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给予倾斜，并采取以奖代补、
贷款贴息、股权投入、无偿补助
等方式，促进两市优势主导产业集聚协同发展。在基础
设施建设一体化方面，重点是建立长吉两市毗邻区域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论证会商机制，对长吉两市重大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项目，给予优先申报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支
持，启动龙嘉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推动长春市轨道交
通三期工程和吉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实施。在生
态环保一体化方面，重点是合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在流域水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环保合作和环保应急等
方面共治共管，对石头口门水源地保护区实行一体化
管理。

“长春公主岭同城化”规划包括七个方面30条具体
内容。其中，在基础设施同城化建设方面，重点对跨长
春、公主岭两市边界的重大基础设施给予支持。在促进
公共服务同城化对接方面，重点推进长春、公主岭两市户
籍同城化，市民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同时，推进教育、医
疗、社保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并在学籍、医保
关系方面实现互认。在推动产业同城化发展合作方面，
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由长春市统一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统一编制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统一制定产
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两市在经济合作区内联合招商或
共同出资建设的项目，投产后的税收和其他地方财政收
入等收益，由两市协商确定利益分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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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报道：日前，2019年中国·
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球招纳创业
创新人才，助力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烟台大力实施人才优先战略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不断加大引才育才用才力度，在产业、平台、
政策、服务四个方面聚焦发力、提升能力，相继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
强“双招双引”工作的意见》等人才优惠政策，大力实
施高端人才引进“双百计划”，推出“人才新政 15
条”。目前，全市拥有各类人才175万人，高层次人才
8.7万人，省级以上工程人才1000多名。

目前，烟台市已培育形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
品加工、黄金、现代化工、汽车 6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
群，正大力发展现代海洋、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
化工、文化旅游、医养健康、高效农业、现代物流八大
主导产业，人才发展支撑力稳步提升。

山东烟台以人才优先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河北衡水市桃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智能机器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对智能机器人做质检。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