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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京津的河北，既承担

重大的历史使命，也具备天然

的区位优势。党的十八大以

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冬奥

会筹办、雄安新区建设先后

在燕赵大地推进实施、落地

见效，这也是河北广大干部群

众举全省之力为之奋斗的“三

件大事”。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

对河北而言，既是加快传统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也是

借力京津资源培育实现动能转

换的过程。一批新产业项目、

新技术成果的落地，催生出一

些新协同机制、新发展机遇。

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成型、协

同创新成果涌现、生态环境的

协同治理，让京津冀三地分工

更加明确，产业协同更加紧

密，优势彰显更加充分。

立足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

态环境支撑区的功能，河北张

家口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

地区生态兴市、生态强市新

路。与此同时，“四个办奥”

理念也让张家口努力书写冬奥

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

卷。冰雪经济、新能源、文化

旅游、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迅

速崛起，为“碳达峰、碳中

和”贡献河北力量奠定了坚实

基础。“首都两区”建设和冬

奥会筹办，既是张家口的生

态财富、奥运财富，也为河

北探索出了绿色发展的新模

式、孕育着后奥运时代的新

动能。

雄 安 新 区 作 为 千 年 大

计、未来之城，对河北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在这

一过程中，河北不仅是建设者、见证者，更是参与

者、受益者。围绕建设雄安、服务雄安，河北多地特

别是环雄安地区，正在对标雄安、借力雄安，从雄安

新区的成长历程中，加快布局新产业、培育新动能、

探索新路径。

“三件大事”，既是河北的奋斗轨迹，也在改变着

河北的历史，为河北的未来加速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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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区位优势转为发展胜势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邯郸：“一减一增”优化产业结构
本报记者 陈发明

近日，河北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数

据：截至今年4月中旬，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同比改善 14%，其中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27.2%，两项指标下降率在河北省均排名第

一。邯郸生态环境局大气处处长董恒利分

析：“今年春季我国北方沙尘天气频繁，邯郸

仍能实现空气指数同比改善，说明邯郸长期

以来坚持的生态治理措施持续发挥作用。”

位于河北省最南部的邯郸，地下煤、铁

资源丰富。传统重工业在带动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

题，影响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邯郸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强生态环境治理，通过“一减一增”优化产

业结构，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减”的是过剩产能。2012 年以来，邯

郸累计压减退出炼铁产能 2033 万吨、炼钢

产能 1699.6万吨、煤炭产能 1152万吨、焦炭

产能 1281 万吨、火电产能 74.1 万千瓦，有效

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总量。“增”的是优质产业

项目。邯郸推进产业优势重构，建设现代产

业体系，将其作为改善区域生态的“治本之

策”。据统计，落户邯郸的河北省重点项目数

量已连续5年居全省第一。过去5年，邯郸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2%。

“一减一增”，让邯郸的主导产业由原来

的钢铁、煤炭、建材、电力“老四样”，转变为精

品钢材、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加工、现代物

流、旅游文化“新六强”。

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邯郸深入推进

生态修复。作为老工业基地，邯郸各类矿山

一度超过 3000 个，土地荒废、渣石占地和地

表塌陷等生态问题突出。2016 年以来，邯郸

坚定推进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截至目前，已

投入 3.62 亿元资金恢复治理 250 个矿山，关

闭固体矿山 240 个，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和

矿山地质环境。

走进廊坊开发区内的廊坊精雕数控机床制造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高精密数控机床正在加紧排单

生产。2014 年，位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门头沟园

的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破解用地紧张问

题，选择在廊坊投资建厂。“在北京、廊坊两地完备

的研发、制造体系支持下，精雕高速加工中心的工

作快速推进。”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徐芝兰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

廊坊扎实做好深耕北京、融入机场、借力雄安三篇

文章。“十三五”期间，围绕融入北京高精尖产业链

条，廊坊加快发展壮大“1+5”市域主导产业和“7+

6”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与北京紧密关联、

衔接配套、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廊坊发

展注入了全新活力。廊坊先后引进建设

了京东电子商务、航天振邦等一批高

端高新产业转移项目以及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分院、北京八中

固安分校等一批民生工程。据统计，“十三五”时

期，廊坊累计引进京津项目 552 个、资金 2520.8 亿

元；累计签约北京成果转化项目 1734项，技术合同

成交总额达到58.1亿元。

同时，廊坊坚持以“北京研发、廊坊孵化转化产

业化”为方向，建成了清华大学（固安）中试孵化基

地等 27 家协同创新基地、17 家京廊农业科技协同

创新平台和成果转化基地，全市 90%以上的科技型

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密切合作

关系。

三河市的“科创园模式”是廊坊实现与北京产

业协同的生动实践。目前三河科创园总建筑面积

428万平方米，在已建成的 19个科创园中已累计入

驻科技型企业 781家，其中来自北京的企业占比超

过 61%；正在建设的 8 个科创园，建成后可再承接

北京科技型企业500家以上。

廊坊市委书记杨晓和表示，廊坊全域都处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廊坊要努力把区位优势转

化为发展胜势。

新发展理念加速落地——

转型升级路正宽 美丽河北展新姿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李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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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21 年 2月 14日，运动员在张家口市

崇礼区云顶滑雪公园训练。

武殿森摄（新华社发）

图② 京 张 高 铁 列 车 内 的 冰 雪 元 素 装 饰

（2020年9月26日摄）。 张晨霖摄（新华社发）

图③ 近年来，河北努力打造首都生态安全

屏障，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图为雄安新区白洋淀

（2019年3月31日摄）。 牟 宇摄（新华社发）

太行山里播撒革命火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近现

代工业发展壮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这

是一片有着光荣历史和雄厚产业根基的土地。近年

来，河北以技术改造、工业设计、两化融合为抓手，加快

传统产业结构调整，1.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技

改全覆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10.7∶37.6∶51.7。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如期实现，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 76个项目全部完工，雄安新区进入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和建设同步推进的阶段……河北举全省之力

推进“三件大事”落地见效。

京津冀协同纵深发展

前不久，位于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的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二期项目投

入试生产。福元医药公司技术副总刘志东说，沧州分

公司的产能将是北京厂区的近 10倍，仅项目建设面积

就有150亩。

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牢牢抓住有序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在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

领域率先突破。

目前，“轨道上的京津冀”初步形成。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正式投运，京张高铁、石济高铁、京雄城际等建

成通车，环京津地区的高等级公路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区兴远高科产业园，北

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HGCF-100 全自动连续

流动分析仪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为扩大再生产，靠近上游企业，我们选择落户兴

远高科产业园，并于 2016年底设立分公司。”北京海光

仪器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赵慷介绍，他们把研发基地留

在北京，生产基地放在产业园，生产面积扩大了 5 倍，

销售收入由七八千万元提高到1.5亿元。

像海光仪器这样受益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企

业还有很多。近年来，河北省集中打造“1+5+4+33”重

点承接平台体系，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截至去年

底，全省累计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 24771个、产业活

动单位9045个。

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提速

千年大计，交通先行。4月 29日，京雄高速公路与

荣乌高速公路新线的互通立交桥上，工人们正在挥汗

作业。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京雄、荣

乌新线和京德高速公路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

悉，今年 5 月底，这三条高速公路将与容易线、安大线

同步建成，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的“四纵三横”高速

路网将初步形成。

作为京德、荣乌新线的建设者，河北交投集团摸索

形成了 30 多项技术的雄安标准，“永久路面、智能建

造、智慧高速”三大创新，全部纳入交通运输部京津冀

暨雄安新区交通建设工作要点和交通强国建设示范

项目。

河北省委、省政府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定位，有效

承接北京疏解的存量和增量。雄安新区为京企开辟

绿色通道，高标准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并启动实施

“雄才计划”，建立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及人才服务

保障绿色通道。

目前，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有

力有序有效，容东片区、启动区建设扎实推进，白洋淀

生态保护治理成效突出，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三校一

院”“千年秀林”、郊野公园建设成效明显……

统筹推进冬奥会筹办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张家口市冰雪旅游

仍逆势上扬。据统计，2020—2021 雪季，崇礼区接待

游客 235.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8%；旅游收入 19.4 亿

元，同比增长83%。

河北紧紧围绕“精彩、非凡、卓越”目标，坚持“四个

办奥”理念，扎实推进冬奥会筹办。

据了解，目前张家口赛区整体交通设施和交通组

织方案已编制完成；首批供奥食材基地（企业）推荐任

务也已完成，累计培训重点餐饮厨政及服务人员 3000

人次；制定了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帮扶工作总体方案；

进一步充实完善各场馆医务人员保障队伍；已选拔出

城市志愿者1.4万余名……

冬奥会筹办以来，“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列活

动连续举办 5 年，全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超过 2100

万。

目前，河北省18支省级冬季项目运动队和6支冬

残奥项目运动队正克服疫情影响，全力备战，21 名

运动员和 39 名残疾人运动员被选送到国家集训队

训练。

同时，冰雪装备器材制造、冰雪休闲健身、冰雪

文化和旅游等冰雪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被授予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张家口市累计签约

冰雪产业项目 82 项，总投资 335.04 亿元，落地项目

70项，投产运营项目32项，冰雪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