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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断头路”“瓶颈路”被打通

2017年12月28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建设项目
京秦高速京冀、冀津接线段主体工程全部建成，待北京段、
天津段建成后，将与其同期通车。届时，三地之间又一条

“断头路”被打通。
2014 年以前，河北与京津之间的一些公路“近而不

通、通而不畅”，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断头路”“瓶颈
路”问题突出。

打通“断头路”，河北连京津。“2014 年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以来，我省把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作为重中
之重，加强与京津的互联互通。先后打通京台、京港澳、京
昆、首都地区环线等干线公路‘断头路’和‘瓶颈路’累计超
过1400公里。”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改造
升级环京津贫困地区农村公路5000余公里。

一条条打通的“断头路”，使三地百姓出行更加便利。
今年元旦假期，北京的徐玲女士全家开车到涞水野三坡四
季圣诞小镇去游玩。“从北京西南六环走京昆高速，一天便
可打个来回，在景区时间也很宽裕，真是方便。”徐玲说，以
前，京昆高速只是连接了廊涿高速，并未与北京直接贯通，
是名副其实的“断头路”。到野三坡景区游玩由于绕道，玩
一次至少需要两天时间。京昆高速北延工程通车后，从北
京西南六环走可直达涞水，去野三坡和白石山等景区游玩
距离近多了。

更多“断头路”“瓶颈路”有望被打通。近日召开的京
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统筹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第 4 次会议
上，我省与京津签署了北京市国道 G109 新线高速公路与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公路，以及北京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西
延工程（大兴与涿州）等6条段的接线协议。

打通“断头路”的同时，京津冀之间的高速路网也在不
断加密：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太行山高速公
路、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

随着三地交通网的不断加密，三地间的公共交通互联
互通也进一步加快。截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我省 11 个
设区市超过800条的城市公交线路，约1.35万辆公交车基
本实现了与京津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极大地方便了三
地百姓的交通出行。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奔跑

2017 年 12 月 28 日，随着石济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我
国“四纵四横”高铁网最后一横正式收官。不仅如此，石济
高铁与津保铁路南北呼应，在京津冀形成了以北京、天津、
石家庄和德州为基点的京津冀“矩形”高铁网。

近年来，“轨道上的京津冀”不断传来好消息。
2015 年 12 月 28 日，津保铁路正式开通，天津与保定

之间往来不需再绕道北京换乘。该铁路的开通，也标志着
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鼎足格局，以密布环绕区域内的高
铁、城际、市域铁路线路为骨架，呈放射状的铁道上的京津
冀交通运输“金三角”新格局初步形成。

2017 年 7 月 6 日，北京南至保定途经雄安新区白沟站

和白洋淀站的 2 对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至此，北京至雄
安新区有了直达动车组列车。

京津冀轨道交通建设，打破行政壁垒加速发展。2017
年，除京张高铁、京唐城际铁路等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外，京
霸铁路正式开工建设。京霸铁路不仅是京九客运专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是连接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
要铁路快速通道。

随着一个个交通项目的实施，“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
奔跑。按照国家发改委批复的《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
划》，2020年前京津冀地区将实施9个城际铁路项目，总里
程约1100公里。新建城际铁路将与既有路网共同连接区
域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有效支撑和引导区域空间布局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届时，京津之间的“双城记”将逐步变为
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的“多城记”。

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提速

葛红是石家庄一家企业的员工，由于业务原因，经常
要到承德出差。去年 5 月份以前，他需要从石家庄坐 9 个
小时以上的火车才能到达承德。

去年5月，承德普宁机场通航，从石家庄坐飞机1小时
便可到达承德。葛红也由此改乘飞机去承德出差，在路上
的时间由9小时缩短为1小时，出行效率大大提升。

承德普宁机场是我省第 6 个已通航的民航机场。抢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我省主动融入京津冀民航协同发
展战略，机场建设频添新丁。石家庄国际机场、秦皇岛北
戴河机场、邯郸马头机场、唐山三女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
场、承德普宁机场 6 个民航机场，初步形成了干支结合的
机场网络布局。这也标志着我省民航干支结合的航线网
络、机场网络布局进一步完善，京津冀机场群建设步伐进
一步加快。

近年来，河北机场集团从石家庄机场的功能定位出
发，积极实施“航空大众化”和“北京门户机场”两大战略，
着力发展低成本航空。2017 年，石家庄机场低成本航空
公司的载客量占比达 48.6%，比 2012 年提升 20 多个百分
点。疏解首都机场非国际枢纽功能，石家庄机场着眼于
打造北京门户机场和京津冀航空旅游集散地，大力开发
国内支线航班及旅游航线。2017 年，陆续新增博鳌、凯
里、宜昌、营口、铜仁等 18 个支线航点，国内支线通航点达
到36个。

此外，我省还积极发展空铁联运。2013 年至 2016
年，石家庄机场空铁联运分别运送旅客 15.6 万、22.5 万、
25.5万、41.2万人次，年均增速超过40%，其中进出北京的
旅客占比近 30%。2017 年，空铁联运更是呈现井喷式增
长，全年客流量达到73.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98%，其中
北京客流占比达30%。

近日，国家发改委、民航局发布《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
发展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未来京津冀将形成一个
世界级机场群。到2020年，北京新机场建成投入使用后，
首都机场国际旅客占比提高 2 至 3 个百分点，北京“双枢
纽”机场与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实现与轨道交通等有效
衔接，初步形成统一管理、差异化发展的格局。

构建公路、铁路、航空多式运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是推进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重要途径。去年，石家
庄机场进一步完善了北京西客站城市候机楼服务功能，设
立了德州、阳泉两座城市候机楼，异地城市候机楼达到 14
座，旅客直通车线路达到 16 条。高铁、地面直通车和异地
城市候机楼组成的集疏运体系，覆盖冀中南及相邻省份城
市近7000万人口。

互联互通 拉近三地时空距离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个率先突破·交通篇

新闻速递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安监局获悉，为落实
《京津冀安全生产地方标准协同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布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等 8 项安全生产地方标准，这 8 项安全生产地
方标准将于 2018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截至目前，
三地已协同发布10项安全生产地方标准。

此次发布的协同标准涵盖了加油站、石油库、危
险化学品经营企业、饮料制造企业、纸制品制造企
业、机械制造企业、烟草制品企业、日化产品制造企
业等八大类型，统一了三地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
规范。这些标准正式实施后，京津冀在这 8 个行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工作将实现评定程序一
致、标准内容一致、等级划分一致。

京津冀协同发布8项
安全生产地方标准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近日，由北京市粮食局牵
头组织，天津市粮食局、河北省粮食局共同参与的粮
食流通领域联合执法工作拉开序幕。三地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先后对位于我省和天津
的4家北京市储备粮（油）代储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下一步，三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还将针对如何
协助开展涉粮案件查办和企业诚信评价结果应用，
尤其是“黑名单”信息交换制度进行磋商，努力做好
三地粮食流通领域执法督查工作。

三地粮食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近日，京津冀土肥水协同
发展创新联盟草莓基地创建工作会在唐山市丰南区
召开，来自三地的农技人员、种植户和企业代表，在
丰南鑫湖生态农业园区就草莓生产进行了观摩和技
术交流。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试验示范基地，丰南鑫湖
生态农业园区建有 24 栋高标准日光温室、16 栋育
苗冷棚。2014年，丰南区农牧局技术人员从北京引
进了“小白”等草莓新品种的栽培和育苗技术，应用
立体无土栽培、绿色防控、数字控制等高新技术，生
产出了以“小白”“红颜”“章姬”“桃熏”为主打品种的
草莓。目前，园区生产的草莓苗除了供应本地市场
外，还卖到了北京市场。

丰南鑫湖生态农业园区
草莓苗卖到了北京市场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沧州渤海新区医药
行业协会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该协会
成立后，将带领会员企业深入贯彻“存量绿色化、增
量高端化、产品循环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理念，在环
境保护、促进企业升级改造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开展
工作。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北
京医药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
医药产业园发展势头强劲。协会的成立，构建起企业
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将帮助企业反映共性问题，
同时帮助企业加强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监督。

沧州渤海新区
医药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食安办、省食药监
局印发《关于加强职业化食品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
的实施意见》，提出根据监管工作实际和队伍现状，
逐步建设职业化食品药品检查员队伍。意见还提
出，兼职检查员以本系统工作人员为主，根据实际工
作需要，可以从京津检查员库、高等院校、科研单位、
医疗机构等单位聘请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专业技术
职称的专家型人员。

检查员设专职检查员和兼职检查员两类。专职
检查员是指以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
疗器械现场核查检查为主要职责的食品药品监管系
统内的工作人员，兼职检查员是指专职检查员以外
的检查员。

京津食品药品检查员
可做我省兼职检查员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
和先行领域。刚刚过去的 2017 年，北京至秦皇
岛高速公路京冀、冀津接线段主体工程完工，天
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石济高铁通车，

京张高铁、京唐城际铁路、北京新机场等重点项
目加速推进⋯⋯公路、铁路、机场编织的纵横交
错的现代化交通网，拉近了京津冀的时空距离，
三地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

□记者 方素菊

2017 年 11 月 30 日，太行山高速公路西阜保定段沙
河特大桥正在紧张施工。 记者 田瑞夫摄

本报讯（记者王成果）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提高
产业转移项目推进效率，去年，我省与京津建立了京津冀经（工）
信部门项目对接机制，建立了京津冀产业转移项目库。截至目
前，入库项目达625个，总投资约8499亿元。

在项目对接机制下，我省与京津联合进行了产业协同发展
项目库、数据库、资料库建设，做实做细基础性工作，及时通报发
布产业转移和项目进展情况，实现项目“一对一”精准对接服务。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项目库中，已建成投产项目126个，总投
资约1397亿元；在建项目299个，总投资约4223亿元；前期项目
200个，总投资约2879亿元。

对于入库项目，三地积极搭建对接平台，开展专题会商，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项目落地。省工信厅与北
京市经信委就肃宁县拟建印刷产业聚集区、辛集市皮革产业和
肃宁毛皮产业承接北京雅宝路国际贸易商会市场转移等事宜进
行了会谈沟通，并达成初步意向。

今年，省工信厅将继续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主动承接
京津优质产业转移，开展京津冀产业精准合作专项行动，打造一
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聚区和示范园区，继续谋划
和落实一批标志性产业项目。

京津冀产业转移项目库
入库项目达625个

已建成投产项目126个

本报讯（记者曹智）从省林业厅获
悉，由京冀农业部门牵头组织，北京农研
沟域经济发展促进中心负责编制的跨区
域生态文明沟域“怀柔天河川·满韵汤
河-丰宁沟域”已正式完成空间整体规
划，将进入启动建设阶段。

该规划的沟域覆盖我省丰宁满族自
治县杨木栅子乡和北京市怀柔区宝山
镇，涵盖面积410平方公里，这也是两地
低收入和贫困户较为集中的区域。规划
以“山水林田湖草”为共同体，通过跨区
域沟域规划建设，促进两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携手共赢。

京冀将共建跨区域
生态文明沟域

本报讯（记者曹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等六部
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
煤减量替代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等北方
采暖地区为重点，浅层地热能在供热（冷）领域得到有效应用，在替
代民用散煤供热（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区域供热（冷）用能结构
得到优化。

各地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用能结构、地理、
地质与水文条件等，结合地方供热（冷）需求，对现有非清洁燃煤供
暖适宜用浅层地热能替代的，应尽快完成替代；对集中供暖无法覆
盖的城乡接合部等区域，在适宜发展浅层地热能供暖的情况下，积
极发展浅层地热能供暖。

在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领域，鼓励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项
目整体打包，采取建设、运营、维护一体化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系
统运营维护交由专业化的合同能源服务公司。

鼓励相关地区创新投融资模式、供热体制和供热运营模式，进
一步放开城镇供暖行业的市场准入，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浅层地热能开发。鼓励投资主
体发行绿色债券实施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鼓励金融机构、融资租
赁企业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支持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

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减量替代

京津冀将积极开发
利用浅层地热能

本报讯（记者刘清波）从河北机场管
理集团获悉，2017年，石家庄机场主动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积极谋划疏
解首都机场非国际枢纽功能，陆续新增
博鳌、凯里、宜昌、营口等18个支线航点，
支线航点达到36个。在进一步提升区域
枢纽机场功能的同时，石家庄机场正逐
渐成为支线机场前往北京的门户机场。

去年以来，石家庄机场着眼于分流首
都机场支线航班，打造北京门户机场和京
津冀旅游集散中心，大力开通支线航班，
航线结构更加优化，通达性日趋增强。

“石家庄机场拥有空铁联运优势，机
场到北京的高铁衔接非常便捷。其他地
方的支线机场开通到石家庄的航线，再经
由高铁抵达北京，也能满足旅客们的诉
求。去年以来，石家庄机场积极与国内支
线机场沟通，大力开拓支线航点，打通旅
客‘经石进京、经石离京’的通道。”河北机
场管理集团市场部副总经理高振杰说。

石家庄机场还携手全省支线机场，
大力整合省内航线资源，积极开发中转
联程产品，实现干支航线对接互补，大大
增加了石家庄机场的客流量。2017 年，

石家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958.2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2.8%；空铁联运客流量达
73.77 万人次，同比增长 78.98%，其中来
自北京的客流量占到30%。

2018 年，石家庄机场将在稳定巩固
现有航线的基础上，开通无锡、黄山等支
线航点，逐步实现对支线机场的全覆盖。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河北机场管理集团将进一步
强化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与京津机
场错位发展、协同发展，积极推进京津冀
民航协同发展和世界级机场群建设。

打造面向国内支线机场的北京门户机场

石家庄机场去年新增18个支线航点

近日，位于任县的河北聚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安装低压固定式成套开关设备。该公司
是一家集成套电气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
护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型企业，6 大类 22 种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近年来，任县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
遇，通过引进建立一批研究机构、研发中心，实施“一
企一策”专项帮扶，引导企业调结构、提品质，实现转
型升级。 记者 赵永辉 通讯员 宋 杰摄

近日，工人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车轮生产线上
工作。近年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引进高端装
备制造、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电子信息

（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目前，累计建
成高新技术企业65家。去年前三季度，
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86
亿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