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推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发展
——《河北省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解读①

解 读 关 键 词

关键词1：云供销

打造云时代的供销合作社
按照规划，我省将打造“云

供销”，即云时代的供销合作
社。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
改造涉农传统经营网络，构建
由云供销省级综合服务平台、
市县运营服务中心、乡村综合
服务终端、农民社员连接成的

城乡贯通、线上线下融合的现
代农业经营服务网络。

今年将完成“云供销”网络
全 省 县、乡、村 全 覆 盖、全 连
接。2020 年前建成全省统一
协调运转的云供销现代经营服
务体系。 （王成果）

关键词2：智能制造

开展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我省将围绕钢铁、建材、石

化、煤化、轻工等传统产业能效
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
利用等，组织企业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开展专项技
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物联网
安全生产等试点示范，促进制造
业 高 端、智 能、绿 色 发 展 。到
2020 年，累计开展 100 家左右
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试点示范。

发 展 智 能 装 备 和 智 能 产
品。发展以数控机床、海洋装
备、工业机器人等为重点的智
能装备及智能化生产线。推进
以增材制造（3D 打印）、智能网
联汽车、智慧家居、可穿戴设备

等为重点的智能产品研发和产
业化。到 2020 年，智能制造装
备达到国内中等先进水平。

组织开展试点示范。在重
点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分类开
展流程制造、离散制造、智能装
备和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智能
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六大重
点行动，结合流程性智能制造、
离散性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
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
维服务等五大类新模式开展试
点示范及推广应用。到 2020
年 ，示 范 项 目 运 营 成 本 降 低
3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 30%，
不良品率降低30%。（王成果）

关键词3：智慧旅游

建设智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
建设集旅游行政办公、市

场监管、产业监测为一体的智
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景
区安全监控、旅游投诉、旅游
质量问题处理、客流分析、预
测预警等功能。到 2020 年，实
现对全省 3A 级以上景区实时
监控和管理。

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建设
一体化的游客服务门户网，为
游客提供酒店、交通、餐饮、购
物、商务、娱乐等旅游综合信息
服务。建设“网上河北”虚拟景
区，通过门户网站、多媒体触摸

屏终端机、智能手机等终端设
备向游客提供 360 度/720 度全
景区高清景象。建设智能导游
系统，向游客提供导游图显示、
自主讲解、周边设施导航等服
务。到 2020 年，全省 4A 级以上
景区实现智能导游、在线预订
和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

智慧旅游试点示范。开展
旅游数据采集与共享、景区管
理与服务、品牌营销与推广等
方面的试点示范，探索基于大
数据应用的旅游新产品、新服
务、新业态。 （王成果）

为充分发挥信息化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日前，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河北省信息化发展“十三
五”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的五
项主要任务，我省将通过推动互联网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深化信
息惠民应用，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加强京津冀信息化协同发展，
强化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全面提升
我省信息化发展水平。其中，第一项任
务是推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发展互联网农
业——2020 年，全省基本
建 成 运 行 规 范 、管 理 高
效，覆盖全省 142 个涉农
县（市）的河北省农业农
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和
运行机制

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实施
“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大力推进信
息化与现代农业全面融合，搭建农业数
据中心和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平台，完
善全省农业视频指挥系统平台功能。发
展智慧农业，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精准
农业、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和现代
牧业、渔业养殖捕捞中的应用，提高农
牧渔业生产作业信息化水平，培育一批
网络化、智能化现代农牧场。以提升林
业现代化水平为目标，实施“互联网+林
业”行动，优化、重构林业政务管理、造
林绿化、资源监管、林业生产等核心业
务，推动信息化与林业深度融合，形成
林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新模式。

以信息化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农产品加
工能力和水平，以信息化助力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从供给侧角度发展高端
农业和传统农业，引导农村二三产业
向县城及产业园区集中。开展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加快建设完善新
型云供销网络，构建农产品进城和工
业品下乡双向流通体系。鼓励互联网
企业构建以电子商务为导向的物流配
送系统，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对接或

自建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促进农村电子商务良性发展，
扶持河北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加强农业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积极开展
农业病虫灾害防控、渔政管理、草原监
测、森林防火监测预警、农产品市场监
测等农业管理和服务。建立农产品生产
环境、生产过程、市场流通、加工储藏、
检验检测等数据共享机制，构建农产品
质量监管追溯信息体系，搭建农业行政
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平台。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建成运行规范、管理高效，
覆盖全省142个涉农县（市）的河北省农
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

促进制造业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开展“互
联网+”制造业试点示范，
围绕重点制造领域关键
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
成创新和工程应用

体系化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深化信
息技术在资源配置、生产经营、节能减
排、创新发展、产业协同等方面综合集
成应用，开展“互联网+”制造业试点示
范，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双创”平台建
设，支持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
商务、现代物流、产业链金融等平台经
济发展。建立和完善两化融合支撑体
系，开展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贯
彻、两化融合整体性评估、行业两化融
合标准规范建设和整体解决方案推广，
提升两化融合水平和服务能力。

培育发展智能制造。围绕重点制
造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创新和工程
应用，开发智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
能装备。在钢铁、轻工等行业企业推广
生产过程智能控制、供应链优化、能源
监测和智能化调度平台，建设智能工
厂和数字化车间。深化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实施“中国制造
2025”，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

设。推进信息物理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组织开展行业应用示范。

推广节能减排信息技术应用。加快
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主要耗能设备
和工艺流程智能化改造。发展循环经
济，推进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实施
数字能效推进工程，推动建立工业能耗
在线监测系统和资源利用信息监测平
台，实现对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绿色数
据中心和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印染、
造纸等高耗能行业企业能耗的在线监
测和统计，加快企业污染物排放在线监
测系统建设，促进节能减排。

发展“互联网+”现代
服务业——推动信息技
术在物流领域的广泛应
用，建设智慧社区，开展
面向社区的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电子商务服务

以信息技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加快建设国家级钢铁、煤炭、铁矿
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依托
清河羊绒、辛集皮革等县域特色产业构
建高效、安全的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平台，培育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和完
整产业链。加快完善物流信息基础设
施，推动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广泛应
用，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
探索实施“互联网+金融”模式，打造互
联网小微贷款平台，依托互联网平台创
新金融租赁业务模式，推动互联网借贷
平台（P2P）、股权众筹等为代表的互联
网金融业规范发展。加快发展基于互联
网的研发设计、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知
识产权、检验检测认证、节能环保、咨询
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生活性服务业。
建设智慧社区，完善社区信息服务设
施，推进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网上
缴费服务。在购物、餐饮、家政、娱乐等
领域开展面向社区的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电子商务服务，发展面向个人及家庭
的数字生活服务。大力发展信息内容服
务业，发展社交出版、社交阅读、社交电
影等具有分享、传播、互动特点的新型
数字内容服务。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河北
特色文化产业，开发面向未来的旅游综
合服务平台，创新旅游体验模式。发展
基于北斗导航的手机定位、手机地图、
移动社交等位置服务，为用户提供精
准、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王成果）

近日，工人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LED照明企业生产车间工作。
近年来，我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装备制造等新动能、新产业聚集，

推动经济发展成果显著。据统计，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由2012年的18.9%提高到2017年的88.9%。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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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以京津石等城市为中心

三地已开通40多条
班线化旅游直通车

□记者 邢杰冉

540∶220，344∶192。这两组数字，分
别是 2015 年我省开展“名校英才入冀”计
划以来至 2017 年上半年引进的人才总数
与引进京津人才数量的对比，及 2017 年
下半年引进的人才总数与引进京津人才
数量的对比。

数字蕴含两层含义：该计划引进的人
才约一半来自京津；2017年以来我省对人
才的吸引力增强，引才步伐加快。目前，
我省为了缓解京津对人才的虹吸效应，推
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正在不断拓宽引才
渠道，搭建育才平台，优化聚才环境，加速
从京津引进人才。

拓宽引才渠道，密织“人才圈”

去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康乐，来到河北大学担
任校长。

“这是河北高校校长中第一位也是目
前唯一的中科院院士。虽然康乐的人事
关系、户籍并未发生变化，但他作为河北
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校长，以后主要工作
精力将放在河北大学。”河北大学党委书
记郭健说，河北大学未来将成为河北省与
中科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纽带，同
时为全国汇聚到雄安新区的智力资源提
供平台支持。

据省人社厅统计，截至目前，河北省
共柔性引进2万多名优秀人才来我省创新
创业，合作项目达7000多个。

去年 10 月，我省还出台了《河北省鼓
励柔性引才暂行办法》，将挂职引才、兼职
引才、合作引才、以才引才及其他柔性引
才方式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为最广泛网罗京津乃至全国的优秀
人才，自2015年11月起，我省每年的第四
季度都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办“名校
英才入冀”现场招聘会。目前，已有884名
重点高校优秀毕业生到省直事业单位、省
属国有企业就业。

“每年招聘会之前，我省相关工作人
员就分赴京津、西北、东北等地高校宣传
招聘活动，在各重点高校网站推送招聘公
告和职位等，并在北京重点高校设大巴
车，方便毕业生赶赴现场。”省人社厅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处工作人员张祥庆说，今年

我省将进一步扩大参与“名校英才入冀”
计划招聘单位的实施范围，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来河北就业。

此外，我省还通过举办京津冀院士专
家河北行、京津冀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
行、京津冀招才引智大会、京津冀区域人
才交流大会等活动招贤纳士。

“去年，京津冀发布了三地首个人才
一体化发展规划，提出了京津冀人才创新
创业支持工程、‘圆梦京津冀’菁英计划等
13 项重点工程。我省也发布了柔性引才
等多个文件，今年我们将按照相关文件要
求，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及省内重点工
作，继续拓宽引才渠道，抓好人才引进。”
省人社厅人才兴冀办主任石永会说。

搭建育才平台，打造“发展圈”

黔龙图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海聚工程人选张春成的“大数据压缩项
目”落地张家口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园，
北京冈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金灿
湖选择在创业园成立河北冈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创业园企业河北恒灏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跃华邀请天津大学教
授一同研发生产抑尘车⋯⋯

这些京津人才与项目的引进，得益于
张家口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园这个平
台。该创业园是省人社厅设立的全省首
家“环首都高层次人才创业园”，也是全国

首家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直接建
设和管理的人才特区。创业园自 2014 年
开园至今，已引进人才团队 44 个、引进高
层次人才149人。

“不仅要引来人才，还要为其提供施
展拳脚的平台。张家口高创园使得人才、
平台、产业实现了同轴共转，成为培育产
业的创新空间、集聚人才的物理空间。”张
家口市人社局副局长陈登务说，今年高创
园将继续积极对接京津人社部门、人才协
会等，开展中关村高端人才走进张家口、
海外人才京津冀创业行等活动。

在距北京天安门仅50公里的固安，也
有这样一个育才平台——中国（河北）博
士后成果转化基地，这里也是全国首家博
士后成果转化基地。

在这里，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
讲师、博士，明道交通科技（固安）有限公
司创始人陈宁，将为固安乃至河北研发提
供互联网+便捷交通及交通信息化平台相
关产品与服务；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张玉
祥、周萍共同创立的赛福基因检测项目，
清华大学博士后员延滨主持的水处理项
目 ，都 已 在 全 国 推 广 应 用 。 该 基 地 自
2015 年底启动至今，累计引进 26 名京津
人才。

另外，我省企业也积极搭建育才平
台，吸引人才。以岭药业院士工作站目前
已有 28 位院士入站，其中京津冀院士 11
名。院士工作站拥有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237台套，价值1.1亿元。各位院士专家充

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企业
发展提出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意
见和建议。

优化聚才环境，涵养“生态圈”

金灿湖带领团队入驻张家口高创园
后，享受到了许多优惠政策：200多平方米
的办公区三年不收房租，作为高层次人才
获得 25 万元安家费，还得到了省外专局、
省科技厅的专项资助⋯⋯

但在这些优惠政策之外，最触动金灿
湖的，是一次次及时的现场办公。有一
次，金灿湖申请科技资助，高创园工作人
员立即将其提出的申请直接发送给主管
市长。第二天，主管市长便带领人社局、
科技局相关人员来到他的办公室解决了
问题。

金灿湖回忆，他所做的儿童口腔龋患
风险检测项目，必须依托妇幼保健院、医
院等才能落地转化。但是，企业进医院推
广非常难，公司在北京的业务一度难以开
展。但在张家口，市科技局、卫计委和医
院口腔专家共同评定了项目的可信度后，
便迅速搭建平台从政府层面推广至当地
医院、妇幼保健院。

“现在，公司进入高速发展期，项目已
在全国10多个省份落地，感谢张家口为我
提供了优质发展环境。”金灿湖说。

目前，通过“名校英才入冀”计划引来
的人才，都在各自岗位上独当一面了。这
得益于我省把名校英才放到重要部门、关
键岗位上使用，鼓励他们参加高水平的科
研、教学项目，并给予项目、经费等支持，
最大限度发挥人才作用。

现在，河钢集团的清华大学博士孙跃
昆，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开展技术改造，提
升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污染排放；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刘红霞到河北经贸
大学工作后，迅速成为优秀骨干教师，还
承担了省级社科研究课题。

此外，京津冀三地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资格实现互认；通武廊实行人才绿卡制
度；对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取得重大科
研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的，在职称评定、
项目申请、税收、土地、奖励荣誉、子女教
育、医疗保障等方面，可与我省人才享受
同等待遇等政策，加快了我省从京津引才
的速度。

拓渠道 搭平台 优环境

京津人才入冀步伐提速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瞄准京津等地高端市场需求，
泊头市正全力打造生态化、标准化、产业化的大型肉鸽生
态养殖基地。

该市灌河村肉鸽养殖基地以全谷粒原粮为饲料，不
使用抗生素类药物，并实行规范、高效的自动化管理模
式。该基地肉鸽年存栏量10万只，主要销往京津等地。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从近日河北交投集团召开的
2018 年工作会议上获悉，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要项
目——京秦（北京至秦皇岛）高速遵化至秦皇岛段预计
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力争2020年建成通车。

该项目途经遵化市、迁西县、迁安市、卢龙县及秦皇
岛市抚宁区、海港区、山海关区，路线全长约166公里。

本报讯（记者贾楠）近日从北京市旅游委获悉，
目前，京津冀以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为中心，开
通了班线化旅游直通车线路 40 多条，车辆近 800
辆，全面覆盖避暑山庄、北戴河、野三坡、古北水镇等
环京津重点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
品、自由灵活的出行方式、便捷优惠的旅行服务。

除开通旅游直通车线路外，三地还先后开通了
“衡水湖号”“邯郸号”“野三坡号”“西柏坡号”“正定
号”“蓟县盘山号”等旅游专列，在乘车环境、旅行服
务等方面增添了旅游特色与氛围，为居民出游提供
了更多便利。

三地旅游部门还联合编制了京津冀最新旅游路
书，共同推出56条京津冀旅游线路；制作了京津冀旅
游手绘电子地图，直观介绍了旅游景点；开通了京津
冀旅游网络平台，实现了旅游信息的互联互通。三地
旅游部门持续推广惠民便民旅游产品，投放京津冀自
驾车旅游护照 10 万册、京津冀旅游一卡通 70 万张、
京津冀旅游通卡10万张。

京秦高速

遵化至秦皇岛段
预计上半年开工

泊头

瞄准京津高端市场
打造生态肉鸽基地

制图/王戬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