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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

河北张家口：

大数据产业带动新基建发展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王大庆

正值河北张家口市项目施工的繁忙时期，记者
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官厅湖畔看到，腾讯公司总投资
200亿元、总占地约700亩的数据中心正在加紧建
设。数百名建设者正在争分夺秒赶工施工，其中东
园云数据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封顶。河北沙城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群德表示：“仅腾讯
数据中心建成，就可上架服务器60万台。”

怀来大数据产业加紧建设，是张家口新基建
项目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张家口市工信局副局
长刘海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张家口市已签约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阿里巴巴、腾讯等一
批大数据企业，投产服务器总量在5年间实现了连
年翻番的快速增长。截至5月底，全市已完成了预
定增长服务器20万台的年度目标。

张家口市靠近京津，气温低、空气湿度小，同
时域内拥有4000万千瓦以上风能和3000万千瓦
以上太阳能资源储量，目前张家口可再生能源装
机容量达1203万千瓦，能够提供充足的绿色能
源，这使得张家口在大数据中心方面具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并被列为京津冀大数据新能源示范区。

为了促进以大数据产业为基础的新基建项目的
快速发展，张家口采取了强化顶层设计、引进优势企

业、搞好配套服务等多重措施，助力其快速发展。
在强化顶层设计方面，张家口市印发《中国数

坝·张家口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对全市大数据进行了全面规划设计，确定了
大数据产业“一带三区多园”空间布局；构建坝上
绿色存储核心功能区、中心城区研发应用及大数
据装备制造核心功能区、邻京大数据创新创业示
范核心功能区；打造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北方硅
谷高科新城、京北生态科技新城等园区。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张家口实施强化通信基
础服务工程。首先强化通讯基础服务功能，在2016
年前建成北京—张家口—张北19条光纤直连通
道，落地了直连北京一级节点的400G互联网出口
带宽，积极开展申请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
道，优化提升网络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同时，强化电
力基础服务功能，一方面积极协调供电公司构建电
力“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大数据项目供电需求；另
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扶持政策
优势，建立政府、电网公司、发电企业、用电大户“四
方协作机制”，对相关企业以优惠价格直供电力。

在引进优势企业方面，张家口专门成立了张
家口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对大数据企

业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招商引资活动，出台了
《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十项措施（试行）》，让优势
企业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好。张家口市的比较优
势让大数据企业纷纷看好张家口的发展，投资意
向逐渐趋强，仅在去年举办的2019中国国际数字
经济博览会上，张家口市就签约大数据合作项目
12个，并对外发布了28个数字经济项目，签约总
金额达587.5亿元。

截至目前，张家口市已投入运营大数据中心
项目 9个。服务投产总量更是连年翻番，其中
2016年1万台、2017年4.8万台、2018年22万台、
2019年50万台，而截至今年5月，已经达到71万
台,预计到年末将达到100万台。

“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崛起，正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下一步我们将在数据中心整
体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延伸和强化服务保
障等方面求突破，力争用三到七年时间，将张家口
市打造成为世界级超大规模绿色数据中心产业集
群。计划到2021年大数据服务器规模突破150
万台，到2025年达到500万台，并具备千万台级
承载能力，大数据及关联产业投资规模突破2000
亿元。”张家口市委书记回建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上海市向急需
抗疫物资的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友城提供力所能
及的援助和支持，捐赠各类物资84批次。同时组
织33场视频连线，将疫情防控经验介绍给多国医
院，共同抗击疫情。

韩国《全罗日报》报道，全罗北道是上海海外
友城中第一个向上海发出慰问的城市，韩国遭受
疫情后，上海向全罗北道捐赠3万只口罩，此举意
义深刻。

日本大阪府政府官员长野真由子在收到
上海捐赠的物资后，向上海市外办表示感谢：

“贵市捐赠的口罩已经分发至防疫第一线。
非常感谢上海在关键时刻捐助的高品质防
疫物资。”

长崎县政府职员在社交账户上感谢上海捐
赠：“来自上海市的口罩到了，且数量加倍，太感谢
了。”上海捐赠的口罩外箱上写着“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的标语。长崎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尽早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双方恢复人员往来。

此外，上海还向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挪威奥
斯陆等城市捐赠了防疫物资。上海还积极组织
视频连线，请专家将上海的抗疫经验介绍给有
需要的国家和地区。3月16日，上海市外办收
到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急电，巴政府请求与上
海的呼吸科和感染科专家视频连线，分享上海
的抗疫经验。上海市外办当即与上海市卫健委
协调专家，不到24个小时就进行了视频连线。

多国官员和媒体都积极评价了上海传递给本
国的疫情防控经验，被誉为“传递了温暖、友爱和
力量”。孟加拉国卫生部长扎西德·马利克致信感
谢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张教授专业细
致的解答使孟方医务人员对此次疫情防控的重
点、难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吉林省长春市与韩国、
日本友好城市之间携手互助，互捐物资。

中国国内疫情暴发之初，长春市收到日本金
崎町不动产运输株式会社高桥文雄会长捐赠的
10447只口罩，这是长春市接收到的第一批境外
捐赠防疫物资。此后陆续接到日本千岁市政府、
日本吉林总商会等捐赠的防护服400件、口罩
6350只，以及仙台市、金崎町的致函慰问。长春
市友好城市韩国蔚山广域市也向长春市捐赠了
2000个KF94口罩，300副护目镜。

当韩日疫情形势严峻，长春市伸出援手回馈
和帮助友好城市。长春市外办亚洲处处长李伟
介绍，3月18日，长春市向韩国和日本捐助抗疫
物资，111箱贴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诗

句的捐赠物资饱含着长春市人民的深情厚谊。
这批物资包括向蔚山广域市和首尔阳川区分别
捐赠990件防护服、1万只口罩，向长春友好合
作城市仁川市捐赠1020件防护服和1万只口
罩，向日本千岁市捐赠1万只口罩。根据疫情发
展和对方需求情况，长春持续捐赠防疫物资。4
月26日，长春市新增向千岁市捐赠口罩3万只，
向仙台市捐赠口罩5.4万只，向丰田汽车公司捐
赠口罩20万只，向马自达株式会社捐赠口罩9.6
万只。

对长春市的友好支援，韩国、日本有关方面纷
纷回函致谢。日本仙台市市长郡和子在感谢信中
说道：“在这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情况下，深为
长春市人民给予我们的热情关怀所感动。”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最严峻的时候，非洲国
家的友好省份和友好城市
第一时间向中方致函致电
慰问、慷慨捐款捐物，为中
国人民战胜疫情提供了宝
贵支持。随着疫情在非洲大
陆蔓延，中国人民也纷纷向
非洲国家友好城市提供全
方位的抗疫支援。

甘肃省和津巴布韦西
马绍纳兰省于2004年建
立友好省份关系。疫情发生
以来，甘肃人民十分牵挂津
巴布韦疫情形势，积极筹集
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5月6日，在防疫物资
捐赠仪式上，津巴布韦西马
省省长玛丽·姆利兹瓦对甘
肃省的慷慨相助表示感谢，
称这批物资将极大提升西
马省疫情应对能力，“甘肃
人民对西马省的深厚情谊
令人感动”。

山西省晋城市与南非
莎拉巴特曼市于2010年
结为国际友好城市。4月
底，晋城市通过远程视频

连线，向莎市分享抗疫经验做法。在分享会上，曾参
与抗疫一线工作的10多名医护人员和专家，围绕
个人防护、新冠病毒的特性及传播方式、防疫物资
选择等主题分享和交流经验。“这次远程指导犹如
雪中送炭，希望未来能继续学习晋城在疫情防控
等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莎市市长柯卡娜说。

2019年山东省胶州市与布基纳法索库杜古市
结为国际友好城市。不久前，库杜古市收到了来自
胶州的抗疫物资。得知胶州时刻关注布方疫情，早
在收到布方请求之前就已动员起来筹集物资，库
杜古市市长宗戈说：“友城的捐助为我们解了燃眉
之急，这份患难与共的情谊让我们深受感动，铭记
在心。”

一箱箱贴着暖心寄语的物资、一声声不同语
言喊出的“加油”，在中非民众之间搭建起了守望
相助、共克时艰的桥梁，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
国人民心心相通、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

上海与多个国际友城——

同舟共济 传递温暖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长春与多个国际友城——

携手互助 深情厚谊
本报记者 李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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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北京理工大
学 的 学 生 在 办 理 返 校
手续。

6 日起，北京具备校
园 疫 情 防 控 条 件 的 高
校陆续安排毕业年级学生
分批次返校复课。当日，
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等首批 20 多所高校
迎来 4800 多名毕业年级
学生返校。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新华社杭州6月6日电 （记者屈凌
燕 殷晓圣） 记者从6日在浙江湖州举行
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获悉，长三
角一市三省精心筛选一批重大合作事项集
中签约，涉及产业合作、科技创新、生态环
保、交通互联等多个领域的19项重大合作
事项，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蓄力。

签约的19项重大合作事项中，近半数
属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领域。例如，共同
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框
架协议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体化框架下，长
三角民企产业合作更加紧密。如来自一市
三省的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苏州瑞红电
子化学品有限公司、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签约，拟支持长鑫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

造基地项目建设，提升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
产业竞争力。

在生态环保方面，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
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
建世界级著名湖区战略合作协议等合作事
项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快打开“两山”转换通
道；交通互联互通建设方面，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一市三省交通运输部门共同签署合
作协议，拟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
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共同推进
实施一批2020至2022年省际互联互通的
重大交通项目。

此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卫
生健康部门共同签约，拟共同加强卫生应急领
域深度合作，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信息互联互通
机制，开展跨区域远程诊治合作，开展公共卫
生科技联合攻关，开展学科人才队伍联合建
设，完善平战结合的医疗救治资源配置机制。

19项重大合作事项签署

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蓄力

本报北京6月 6日讯 记者敖蓉报
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北京市人民政府
6日共同启动“新消费·爱生活——北京消
费季”系列活动，以点燃北京市民的消费
热情。

“新消费·爱生活——北京消费季”将从
6月持续至年底，贯穿多个重要促消费节
点。6日起，北京市将陆续发放122亿元消
费券，并发布北京市促进新消费系列政策，
举办400余项重点活动，为北京新消费按下
快进键。消费季期间还将推出以“搭把手、
拉一把”为主题的湖北特色产业周，通过直
播、云采购、商超直采等方式，推动湖北特色
产品在京销售。

6日的系列活动亮点纷呈。在北京王
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搭建
了“5G+8K超高清大屏”，通过5G网络传输
超高清、高码率的8K视频，多地连线，让人
们实时感受到北京前门大栅栏、北京欢乐
谷、北京顺义祥云小镇等地商圈的热闹景
象。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湖北特产
专卖区广受欢迎，曾在武汉一线参与抗疫报
道的央视主持人董倩，变身为金牌导购，推
介起湖北的名特优商品。央视主持人康辉、
朱广权、撒贝宁和尼格买提携手北京电视台
主持人春妮直播带货，为广大网友介绍名优
商品、朝气蓬勃的新商圈，给大家的购物消
费带来惊喜与实惠。

“新消费·爱生活——北京消费季”开启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6月5日，由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主办的“福田春夏欢乐
GO—福礼”购物节正式启动。购物节推出
购物消费券、华为折叠屏手机等抽奖福利，
惠民利民的同时推动提振消费信心，引导消
费升级。

福田区金融局局长朱江表示，此次联合
多方开展购物节活动，希望通过市区联动、
行业互动、精准投放，增强商贸企业、中小商
户经营信心，提振广大市民消费信心，创造
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经济增长，希望商户
秉承“诚信兴商”理念，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
活动，展特色，聚人气，为市民送上福田的

“福礼”。

此次购物节从6月5日开始，持续到7
月5日。为期1个月的时间内，深圳市民可
通过使用云闪付APP参与所有的优惠让利
活动，包括优惠券发放。据悉，“福礼”购物
节前，福田区已先后发放两批惠民消费券，
广受市民和商家好评。

据活动承办方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张永涛介绍，今年以来，
中国银联依托云闪付APP这一银行业统一
移动支付平台，推出“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
划，积极参与全国各地“拉消费、促经济”工
作，联合各地各级政府及商业银行共同出
资，分别在26个省份发放消费券超过7亿
元，涵盖超过101个城市（区）。

深圳福田“福礼”购物节启动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陈健中报
道：6月5日，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商务局获
悉，为纾解疫情冲击，促进商业复苏，该区优
化升级了《庐阳区推动商贸零售业转型发展
扶持政策》，增加了鼓励夜间经济发展、特色
小店转型的条款。

庐阳区此次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打造夜
间经济示范点。对当年评选为庐阳区夜间
经济示范点（综合型）的大型商场、综合体、
街区、夜市等，给予市场主体一次性10万元
奖励；对评选为庐阳区夜间经济示范点（特
色型）的市场主体，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

同时，为鼓励特色小店转型升级，对符

合区政府商业发展规划和要求，有5户以上
特色小店统一改造提升的街巷，经商户申
报，区政府对环境改造和业态提升情况审核
后，按照商户改造提升面积（包括室内面积、
外立面、公共区域）给予每平方米最高500
元的奖励。同一街巷按照商户申报改造方
案择优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政策还明确提出，对符合区政府商业发
展要求和总体规划，商业体量超1万平方米
且当年投资额达500万元以上的百货商场、
综合体、老旧商务楼宇等改造升级项目，按
硬件投资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

合肥庐阳升级政策助燃夜间经济

6月6日，随着中铁二十二局集团三公司工人顺利吊出顶管机头，厦门翔安新机场片区
地下综合管廊第二处过海工程——机场快速路过海段进入机电施工阶段。至此，这条我国
目前最长、顶管作业管径最大的过海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过海工程完工，为厦门首个管廊PPP
项目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孔祥文摄（中经视觉）

国内最长地下管廊过海工程完工

欢迎返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