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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

片区廊坊区域，规划总建筑面积 13.56 万平

方米的新奥研究总院项目正在进行桩基检

测和挖桩间土作业。

“截至目前，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廊坊

区域共设立企业 435家，注册资本共计 56.67

亿元。”廊坊临空办专职副主任黄运然说，全

片区共注册内资企业 429家，注册资本 42.69

亿元；外资企业 6家，注册资本 2亿美元。片

区启动项目160多个，总投资约120亿元。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地跨

京冀两地，是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跨省级行

政区划设立的自贸试验片区。为全力种好这

块“试验田”，大兴机场片区廊坊区域以规划编

制和基础建设为重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着

力构建临空经济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

“三区联动”的工作格局，敞开开放大门。

“当前中国是全球投资的一片热土，而

河北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又是中国最

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华芯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赵沛沛说，作为一家投资机

构，将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围绕公司投资方

向把所投产业在廊坊区域做大做强。

根据《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

机场片区廊坊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区

域将依托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区，

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廊坊区域规划建

设航企服务岛、健康生命岛、科技活力岛、综

合保税区（河北部分）、航企及物流企业运营

区、物流战略储备区六大功能区，重点布局

临空总部服务、航空研发、医疗服务、科技研

发、离岸金融、保税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物

流、航空维修等功能。

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河北在自贸试验

区 4个片区对 540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

清单管理，并向各片区管委会下放首批 126

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其中，曹妃甸片区通

过承接下放的海域使用审批权限，招拍挂出

让海域使用权全流程时间由原来的306天减

少到现在的 103天。正定片区 269项服务事

项实现“一门受理”，雄安片区推行“极简审

批”实现高频事项“一网通办、掌上办、指尖

办、全程网办”，大兴机场片区廊坊区域最大

限度推行“即来即办、立等可取”。

着眼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省

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促进京津冀要素跨

区域流动政策措施，简化搬迁至河北自贸试

验区的北京、天津企业的原有资质、认证审

核程序，允许符合条件的北京、天津企业将

注册地变更到河北自贸试验区后可以继续

使用原企业名称，雄安片区已吸引国网金融

科技、中移股权基金、云网科技等55家北京、

天津企业落户。

据介绍，河北自贸试验区以占全省万分

之六的土地面积，吸引了同期全省 24.1%的

新设外资企业和 14.8%的合同外资额，创造

了全省10.1%的外贸进出口额。

河北省商务厅厅长张锋说，目前《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的

98 项改革试点任务有效实施率达 82%，并

且已形成 27 项具有首创性、可复制推广的

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具有全国首创性的

创新案例有 11 项，面向全省复制推广的首

批制度创新案例有 16 项。同时，河北自贸

试验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第三方机构

评估，企业对河北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的

整体满意度达 92%。

张锋表示，2021 年，河北自贸试验区将

致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立足各片区功能定位和产业特色，借鉴

国内先进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积极开展首

创性、差异化和集成性改革创新，推动优势

外向型产业发展，强化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

同联动，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新时代高水平

开放的新高地。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京津冀要素跨区域流动——

播下开放“金种子”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通讯员 马珉璐

在江苏宿迁苏宿工业园区，

随处可见的“苏州元素”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的

工业项目、规划经验、发展理念在

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0多年前，为缩小南北区域

之间的发展差距，江苏决定“南

北挂钩”合作共建工业园区，由

苏州工业园区主导共建的苏宿工

业园区，成为江苏第一个南北共

建园区。

苏州、宿迁两地园区“牵手”

之后，苏宿工业园区的发展不是

靠单向输血援建，而是整合资源，

协同发展。园区一些项目研发在

苏州，制造在宿迁，两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的作用和效果得以

扩大。苏宿工业园区对于宿迁来

说，收益显著，既得项目又有利

税；对苏州来说，宿迁为苏州工业

园区转型发展提供了产业梯度转

移的新基地。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日益密

切，要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开

展园区合作共建是重要路径。“南

北挂钩”模式可在更大范围内推

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首先，产业协同发展要往深

处 去 、实 处 去 。 从 较 小 范 围 来

说，各地应根据资源禀赋和比较

优势，依据产业链、供应链和创

新链进行协作分工，推动产业梯

度转移和就业合理布局，实现功

能互补。从较大范围来说，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应

加强规划对接，重点在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

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加强创新，

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从点状合作

向轴向合作、圈层合作和网络合作层层推进。

其次，各地要加快统一标准建设，推动形成互联互通互认

的统一市场，实现跨区域要素顺畅流动。要统一市场准入政

策，在产品质量、人才认定、信用体系等领域逐步制定统一标

准和管理要求，打通地区间数据接口，加强数据共享，提高资

源流动效率。要在用地标准、人才落户、企业资质等方面实现

统一标准。

再次，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离不开政策协同。在区域经济

一体化过程中，各地要不断优化产业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探索产业和项目跨省转移

布局的财税分配等机制创新，切实提高跨区域产业协作的稳

定性和长效性。在重大产业和项目布局过程中，要结合各地

优势统筹安排，建立产业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共同推动区域内

优势集中支持产业创新发展。

廊坊临空·自贸试验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注册窗口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企业注册流程。 刘 岩摄（中经视觉）

为全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进

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前不久，河南省

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推进产业集聚区用地

提质增效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 和 《全省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行

动方案》，促进河南省内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产业集聚区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

阵地和增长极，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主导产业不够突

出、创新能力不足等，特别是自然资源利

用效率还不够高，质量效益亟待进一步提

升。”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景劲松说。

据测算，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亩均投资

强度为 308 万元、亩均税收为 9.76 万元，

分别仅相当于河南国家级开发区平均水平

的 53.5%、26.9%，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另 外 ， 河 南 国 土 开 发 利 用 强 度 已 达 到

96.6%，补充耕地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

此，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河南亟需以土地节约集

约高效利用倒逼高质量发展。

“河南实施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行

动，主要考虑四个‘起来’、四个‘增

效’。”景劲松说，一是规划严起来，以科

学规划引领源头增效。解决用地粗放、布

局散乱、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必须从规划

源头加强管控引导，突出规划的科学性、

严肃性、约束性；二是土地用起来，以盘

活存量实施挖潜增效。现在对新增用地管

控越来越紧，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

求，首先要充分挖掘闲置低效等存量土地

潜力，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三是质量提

起来，以优化配置推进创新增效。优化供

地方式，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

完善土地二级市场配置机制，激活土地要

素，增加财政收入，实现高效配置；四是

监管细起来，以协同共管实现倒逼增效。

扭转重审批、轻监管的惯性思维，实施工

业项目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完善土地高

效利用的长效管理机制，形成政府统一领

导、部门全程参与的治理合力。

根据工作目标，到 2022年底，河南省

将整备、盘活产业集聚区 50万亩存量建设

用地空间，基本完成零散土地整治及历史

遗留问题用地手续完善，并全面建立工业

用地“标准地”出让与全生命周期管理

制度。

河南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

盘活土地存量挖潜增效
本报记者 杨子佩

本报武汉讯（记者柳洁） 2020年12月26

日5时29分，编组50辆、满载武汉及湖北地区

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电脑机箱、

防疫物资等产品的X8015次列车从中国铁路

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西车务段吴家山站开

出，由阿拉山口出境，驶往德国杜伊斯堡。

吴家山站货运负责人郭佩说，这是车站

2020 年开出的第 100 列中欧班列。据了解，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中欧班列（武汉）去

程 100 列、9908TEU，运输货物除防疫物资

外，主要有机械产品、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

整车、服装鞋帽等；回程 113 列、10104TEU，

运输货物主要为汽车零配件、整车、化工品、

葡萄酒等。

通过武汉这一中转站，一条江海直达对

接中欧班列、横跨东亚—中亚—欧洲的国际

物流新通道已形成。

武汉新港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说，

当前武汉正推进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

市。开通“日本—武汉—欧洲”集装箱水铁联

运，有利于整合武汉水运、铁路、口岸等资源，

充分发挥武汉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为建设中部强大市场和内陆开放高地提供支

撑，并有效助力武汉加快形成国际物流中转

新枢纽。

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武汉市出台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提出加快中部

陆海联运大通道建设。具体为构建“8+6”国

际直达联运大通道，打造直达国外枢纽城市

（德国杜伊斯堡/汉堡、法国杜尔日、波兰波兹

南、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立

陶宛维尔纽斯）的 6条国际铁路干线通道，打

造至日本、韩国的2条江海直航通道，以及经大连、上海、宁波、广

州等沿海城市出境的 4条铁海联运通道和经上海转运至东盟等

地区的2条江海联运通道。

据悉，武汉有望于 2021年下半年开通至韩国的江海直达航

线。届时，“韩国—武汉—欧洲”集装箱水铁联运物流新通道也

将逐步从规划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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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由中铁广

州局承建的贵州瓮开高

速公路开州湖特大桥首

根主缆索股架设完成，

标志着开州湖特大桥正

式进入主缆架设施工阶

段。该桥全长 1257 米，

主塔高 139 米，主跨达

1100米。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本报青岛讯 （记者刘成） 2020年 12月 11日，在位于山

东省胶州市滦河路 1号的研发基地，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王云凯表示，挂牌新三板精选层之后，公

司发展脚步更快了，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相关部门服务前

移，帮助企业理清了路线图。

近年来，青岛胶州市坚持以开放思维用好用活资本，助

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为企业发展壮大插上腾飞的翅膀。

2020年下半年有4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创历史最好成绩。

为助力企业顺利上市，胶州市实施流程再造，从上市资源

筛选到上市梯队培育，从前期规范到股份制改造再到辅导报

会，跟踪服务企业整个上市过程，与企业同心同向谋上市。

为解决企业上市中大量资金占用和财务需求，胶州市建

立股权投资基金和国有平台公司双重资金配置机制，为企业

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由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与青岛国信集

团合作成立 3 亿元的国信 （青岛胶州） 股权投资基金，通

过股权、债权或投贷结合方式，投资辖区内的拟上市、挂

牌储备企业。2019 年 2 月，青岛丰光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获得该股权基金 5000 万元投资，2020 年 11月，在新三板

精选层过会，于近期正式挂牌。

同时，胶州市还以政府平台公司为主体对重点拟上市企

业开展战略投资，既缓解企业上市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又通

过后续上市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政府平台公司注资支

持企业，对企业而言，其实也是信用背书。”胶州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负责人孙萍说。

胶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刘忠伟表示，胶州市先后邀请

专业机构讲授资本市场有关政策，开拓企业家思路、增强运用

资本市场能力，形成企业愿上市、想上市的良好氛围。

青岛胶州多举措服务企业上市

本版责编 张 虎 祝 伟 徐 达

本报讯（记者童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
者朱柳蓉）1月 5日上午，在北部湾港贵港集

装箱码头，广西贵港市市长何录春宣布，贵

港港正式跻身亿吨大港行列，成为珠江水系

首个内河亿吨大港。

贵港港位于西江航运干线中游，是我

国内河主要港口和对外开放一类口岸。贵

港港分为中心港区、桂平港区、平南港区 3

个港区。

近年来，贵港市积极实施“以港兴

市”战略，沿江布局产业，货物吞吐量连

年增长。2018 年，贵港市港口货物吞吐量

达到 7003 万吨，比上年增长 10.8%；2019

年，贵港市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8062 万

吨；2020年，贵港市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

亿吨，达 1.0552亿吨，同比增长 30.9%，取

得历史性新突破。

“2020 年初复工复产后，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需求旺盛，大藤峡船闸建成后疏运能力

有限，部分货船分流到贵港港，加上下游地

区严禁砂石采挖等因素，促使贵港港货物吞

吐量大幅提高。”何录春表示。

近年来，贵港市紧紧围绕奋力建设西江

流域航运枢纽和战略性产业城战略定位，坚

持以港兴城、以港兴产、港城联动，狠抓港

航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造亿吨大港夯实

基础。

近 5年，贵港市先后投入 318亿元，加强

航道、船闸、港口、公铁水综合集疏运体系建

设，加快形成东融粤港澳大湾区、西合云贵

的便捷水运通道。

“十三五”期间，贵港市水运基础设施

完成投资 49 亿元，拥有货运码头泊位 155

个，其中 3000 吨级泊位 2 个、2000 吨级泊

位 29个，全港年吞吐能力为 7000万吨和 65

万 TEU，增加 44.33%和 62.5%。航运基础

设施的改善提升，推动了港航事业实现逆

势增长。

“贵港港跻身亿吨大港行列是‘十三五’

时期内河水运发展的重大成就，为西江黄金

水道与粤港澳大湾区遥相呼应、共同发展注

入新动能，在珠江水运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

碑式的重要意义。”珠江航务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建华说。

2020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30.9%

贵港港成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亿吨大港

瓮开高速开州湖
特大桥架设主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