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力推进“三件大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编者按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携手河北
张家口筹办冬奥会，这“三件大事”极大地振奋了燕赵儿女奋进新
时代、共铸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河北举全省之力有力有序有效
推进。

面对机遇，勇于挑战。河北持续在交通、产业、生态环保三个

重点领域发力，不断聚合京津冀三地深度协同发展优势。抓住机
遇，实现突破。雄安新区建设把质量管理贯穿于规划建设的全过
程，张家口借筹办冬奥会之势强化自身建设。

机遇叠加，加快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河北正全力谋划高质
量发展。

今年2月份，北京韵达快递总部与
河北香河签约，落户香河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兴产业园，并成立韵达电商 （华
北）产业中心。

“搬迁到香河后，不仅解决了场地
问题，还提高了快递揽收时效，现在每
小时吞吐量达2500件，项目全部竣工
后整体揽收能力将提高 3 倍至 5 倍。”
韵达电商（华北）产业中心财务总监张
海波说。

河北省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
深度广度拓展，不断改革创新，在对接
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去年，河
北84项协同发展年度任务圆满完成。

立足新起点，迈向新征程。今年以
来，河北继续在京津冀交通、产业、生
态环保三个重点领域发力，不断聚合三
地深度协同发展优势。

交通一体化深入推进，三地时空距
离进一步缩短。前不久，津石高速公路
石家庄段大规模架梁施工全面展开。津
石高速计划明年通车，将结束石家庄和
天津无直达高速的历史。

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6 月 12
日，京张高铁（正线）全线铺轨完成，主要
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区的
崇礼铁路（正）线也已完成铺轨，年底将
与京张高铁同步开通运营。此外，大张
高铁也于 6 月 20 日全面完成钢轨铺设
作业，为年底顺利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携手防治污染，京津冀三地共建标
本兼治的生态保障机制。今年以来，河
北继续强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和生态环
境共建共治，推进京津冀生态保护机制
创新。蓝天保卫战取得明显成效：今年
4月份，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
26”城市降尘量平均为11.5吨/平方千
米·月，同比下降17.9%，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65.6%，同比上升11.9个百分点。

产业深度对接，构建更加紧密的产

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为确保非首都功
能转得来、留得下、稳得住，河北从现有
园区、开发区中优选部分重点平台，本着
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相匹配、与京津产业转移重点相衔接的
原则，确定了以雄安新区集中承载地为
核心，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沧州
渤海新区等5个协同协作平台为重点，4
个特色专业平台，33个个性化平台为支
撑，功能定位清晰、承接重点突出、布局
结构合理的重点承接平台体系。

重点领域实现率先突破，离不开体
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河北加快破除限制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
制机制障碍，用改革创新的“加速度”
激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在京津冀腹地，北京通州、天津武
清和河北廊坊协同发展，正在成为一小
片“试验田”，三地在协同中被简称为

“通武廊”。
通武廊协同发展从人才一体化开

始，目前三地已发放“高层次人才服务
绿卡”28 张，持卡人在通武廊三地间
流动，可参照学历、职称等通用标准实
行分层级等同化互认，享受通武廊三地
相应的人才政策。

大胆探索与创新，使协同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更多的京津科技成果、产业
项目和公共服务向河北转移和延伸。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既写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中，也写在人民群众
的笑脸上。

看病更便利。北京专家在河北出
诊，河北医生在北京培训，京津冀三地
医疗卫生真正进入共享时代。目前，河
北与京津合作医疗机构达到400余家，
全省 90%以上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
疗机构和 20%以上乡镇卫生院已纳入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截至
2018 年底，河北参保人在北京、天津
就医住院直接结算分别为 12.92 万人

次、3.61万人次。
就近上好学。京津冀三地基础教育

深度融合，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近年来，河北与京津高水平中小
学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60 所职业学
校与京津两市200多家企业开展校企合
作。河北高校与17所京津高校组建了9
个京津冀地区高校协同创新联盟。在通
武廊地区，京津冀将开展基础教育“同
上一堂课”，促进三地优质教学资源共
建共享。

来来回回的洒水车将路面浸湿，避免了
扬尘；围绕施工场地，自动喷淋装置不停喷
出水雾；智能环保动态监测、扬尘监测及自
动喷淋等，为绿色施工提供了保障……作为
雄安新区第一个开工的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站房建设正在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

从雄安高铁站项目部到施工现场，处处体
现着京雄城际铁路建设的核心理念，即要打造
精品京雄、绿色京雄、智能京雄。

雄安高铁站建设是雄安新区重大工程建设
的一个缩影。目前，在雄安新区已有南拒马河
防洪治理工程 （容城段）、白洋淀引黄大树刘
庄泵站工程等 20 个重点建设项目组织进场施
工，另有31个项目前期工作进入初步设计及施
工图设计阶段。按照计划，雄安新区今年要推
进共计67个既定重点项目和20个配套服务及
企业类一般性项目。

在转入大规模实质性建设阶段后，雄安新
区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如期开工，这座创新之
城、智慧之城、绿色之城的基础越来越坚实，
打造高质量发展全国样板迈出坚实步伐。

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表示，雄安要当好全

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在高质量指标体系方面，
与世界一流对标对表，把质量管理贯穿于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的全过程。

在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 （容城段） 项目
第一标段，该项目现场指挥、中国雄安集团生
态公司工作人员曹刚表示，南拒马河防洪治理
工程是雄安新区起步区北部重要的洪水防线，
对抵御大清河北支洪水、保护新区起步区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是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支撑
性、基础性工程。为此，雄安新区按照国际一
流标准，高质量推进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建
设，将工程防洪标准定为200年一遇，并确保
每一个施工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和流程。

“千年大计”从“千年秀林”开篇。今
年，雄安新区计划植树造林 20 万亩，分春、
秋两季实施。如今，“千年秀林”已经栽植了
17万亩1200万株。未来新区森林覆盖率将由
现在的11%提高到40%。按照规划，雄安新区
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

雄安新区开好局、起好步，重要基础是保
护白洋淀生态功能和强化环境治理。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程钢介绍，雄安新区建设推
进两年多来，流入白洋淀的三条河流水质都已

有大幅改善，摘掉了劣五类水质的“帽子”。
2018年白洋淀淀区主要污染物浓度实现“双下
降”，总磷、氨氮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35.16%、
45.45%。

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雄安新
区不断引进优质企业入驻，一批高端高新产业
在新区建设蓝图上落子、有序分布。其中包括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26家高新企业入驻。
目前，登记进驻雄安新区的企业达3069家。

“一个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
雄安新区这样一个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规划
更是非常重要。”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
示，两年多来，雄安新区在纸上酝酿了影响未
来的力量，一笔一画勾勒千年大计发展蓝图和

“施工图”。
目前，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总体规划、起

步区的控制性规划、启动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白洋淀生态治理与保护规划已经编制完成。
与此同时，雄安新区还编制了防洪、抗震、能
源、综合交通以及生态保护等26个专项规划，
形成了全域覆盖、分层管理、分类指导、多规
合一的“1+4+26”高质量规划体系，“1+N”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在河北张家口怀来秦淮数据新媒
体大数据产业基地，秦淮数据中心创始
人、总裁居静告诉记者：“我们选择在张
家口建设大数据产业项目，除了看中其
紧邻京津、交通便利、新能源供给充足
等条件外，还看中了这里具备的大数据
传输枢纽功能，能够满足大数据产业流
通要求。通过集聚多家数据企业，张家
口已经成为全国大数据产业基地和枢
纽城市。”

为了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
家战略，张家口正在全力打造京北最为
重要的生态、交通、新能源、大数据四大
枢纽，目的就是充分发挥枢纽性功能，
促进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筑现
代产业体系。

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表示，张家口
市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携手举办
冬奥会等重大历史机遇，开展建设现代
化枢纽城市的顶层设计。

为此，张家口不仅聘请中国城市规
划 设 计 院 等 单 位 编 制 了 2016 年 至
2030 年的城市发展规划，还就生态建
设、交通物流、新型能源、数字经济等制
定了发展总规和实施细则，让各大枢纽
建设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有章可循。
比如，城市规划提出要把张家口打造成
为京北重要交通枢纽，张家口根据国家
中长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加快谋划
布局。

在铁路建设方面，全面推进京张高
铁、崇礼支线、张呼高铁、大张高铁、张
保铁路和张蓝铁路建设。在公路建设
方面，规划建成京新高速、苏张高速、二
秦高速、京蔚高速；建设延崇高速及赤
城支线，延伸延崇高速至张北、尚义，衔

接京藏高速等。不仅要实现县县通高
速、通国道，还要打通与北京之间的断
头路和瓶颈路，提升环首都区域公路网
连通度。在航空方面，将完成张家口宁
远机场 19500 平方米航站楼、3000 米
机场跑道的改扩建，使机场年旅客吞吐
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

张家口还相继谋划了生态环境中
的空气净化、水源涵养、生态输送枢纽，
新型能源建设中的储存、传输、消纳、交
易枢纽，数字经济建设中的储存、总部、
应用枢纽等。

为首都保水源、阻风沙、送清风，成
为首都生态屏障，张家口强化生态枢纽
功能。张家口市市长武卫东表示，张家
口大力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水源
地保护、污染河流治理等专项行动，加
快闪电河和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让更多的碧水源源不断输向北京。
按照计划，今年张家口将在坝上地区实
施 退 耕 还 草 10 万 亩 ，退 减 灌 溉 20
万亩。

通过大数据枢纽的引领，张家口数
字经济发展风生水起。目前，已建成北
京—张家口—张北 19 条光纤直连通
道，三大电信运营企业均已直连北京；
已签约大数据项目 22 项，计划总投资
约 800 亿元，服务器规模逾 150 万台，
已注册数据中心建设和运维企业 16
家，一个千亿元级的产业集群呼之
欲出。

张家口市发改委主任白晶表示，通
过打造新能源枢纽，张家口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近3年，获批的
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就有 23 个，总投
资达到400亿元。

深度协同聚共赢优势

雄安新区筑牢“千年大计”基石

张家口建设现代化枢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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