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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 智 通讯员 霍朋帅

3 月 15 日，天津港 （集团） 有限
公司与曹妃甸港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
滨海新区签署项目合作意向书。双方
将在集装箱板块、物流板块、散货板
块及战略资本层面开展多领域、深层
次合作，并实现错位、融合、高质量
发展，力促津冀港口协同发展迈入资

本竞合时代。
根据有关协定，天津港集团与河

北港口集团将鼓励和支持围绕港口物
流相关产业链进行投资，鼓励和支持
探索物流金融、航运保险、绿色港口
等新兴产业的投资，不断深化双方全
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津冀港口群的发展，要站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升港口服
务功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
级需要。”天津港集团投资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天津港将不断推动津冀双方
拓展在码头运营、港口建设、港口公
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增强津冀

港口群对环渤海、内陆腹地的影响力
和辐射力，提升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

津冀双方均表示，将着力推动津
冀港口的“朋友圈”升级为“生态
圈”，促进港口由运输枢纽向“航运+
物流+贸易+金融”复合型业态转型发
展，助力津冀港口加快建成以天津港
为核心、河北港口为两翼，布局合
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安全绿
色、畅通高效的世界级港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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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实现突破，津冀港口打破壁垒、错位发展

与天津港对接合作，我省集装箱国际运输业务不断实现突破

开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津冀港口“朋友圈”将逐渐升级为“生态圈”

本报讯（记者宋平）近日，第
二届京津冀电子商务高峰论坛
在天津举行。三地电商协会围绕
加强产业交流合作、推进产业融
合发展、发展要素市场 3 大任
务，展开了一系列合作，并在推
动新技术应用、商业模式创新、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交流合作等
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论坛以“新时代、新变革、
新模式、新融合”为主题，分析
新时代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探

索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
业提升效率新方法，研究升级
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新路径，为
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力提供新
的认知。

论坛上，河北聚民惠集团
与悦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了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在电子商务发展方面实现
优势互补后，将为京津冀电子
商务融合发展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近日，京
津冀人社部门和质监部门在北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力资源服务
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这是全
国首次发布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
地方标准。该标准将于 8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届时，三地人力资源服
务将更加规范，求职者在三地都能
享受同样标准的人力资源服务。

该标准包括《人力资源服务规
范》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级划分
与评定》两部分，涵盖求职招聘服
务、信息网络服务、职业指导服务、
高级人才寻访、素质测评、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服务等人力资源服务
领域的全部 11 个业态，覆盖了人才
的选、育、用、留全流程。

该标准建立了一个对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进行量化评价的指标
体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会像星级
酒店一样被赋予从 A 到 5A 的评

级。通过分级分类，群众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精准选择相应等级的
机构获取服务。标准还要求 200 个
展位以上的招聘洽谈会应配备医
务人员。

同时，该标准通过规范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硬件设施和服务标准，简化
了手续，优化了流程，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段，为群
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人力资源
服务。

“就拿在京津冀转递档案来说，
原来由于三地转递档案的程序、规
定、所需材料不尽相同，求职者往往
需要来回奔波办理相关手续。标准
执行后，三地在档案转递方面的管
理标准将趋于一致，求职者转递档
案将更加顺畅。”省人社厅人力资源
市场处副处长王新文说。

截至目前，京津冀协同地方标
准共发布7批41项。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
讯员陈勇、兰菲）近日，河北建
投集团与海南农垦集团、中资
翰林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三方在基础设施、能源设
施、金融服务、资本运作、现代
化农业产业园区等领域开展深
入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根据协议，依托河北建投
集团在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的项
目布局，三方将结合各自资源

优势，选择适合的区域，在城镇
化建设中开展特色产业的对
接、植入，合作推动高附加值的

“农业+”和“农场+”发展新模
式。在河北建投集团的资源腹
地，依托中资翰林公司的策划、
规划和资源整合能力，探索搭
建海南农垦集团各类农副产品
直接对接京津冀市场的平台，
进一步丰富三地消费者的菜
篮子。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从省
食药监局获悉，我省今年继续
深化京津冀食品药品安全协
作，相关部门将与京津协同共
建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
殖基地，协同推进农产品生产
源头质量安全控制措施的示范
与推广。

今年，三地将推进“京津冀
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创建。探索建立三地统一
的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销地
准入规范，逐步推行统一的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证明制度；
协助完成冬奥会餐饮食品安全
保障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与
京津有关部门共同制定重大活
动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供应
保障规范、标准，协作开展对重
点供应品种的全程监控。

京津冀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举行

河北建投与海南农垦、中资翰林携手

丰富京津冀消费者菜篮子

我省深化京津冀食品药品安全协作

共建安全优质农产品基地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从省
质监局获悉，由京津冀共建的

《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热量
表配对铂热电阻》2项校准规范
近日发布，于4月9日起在京津
冀实施。

专家认为，《医用磁共振成

像系统》校准规范，符合京津冀
地区计量技术规范相关要求。

《热量表配对铂热电阻》校准规
范的制定，为热量表配对温度传
感器的校准工作提供了技术依
据，填补了京津冀热量表配对温
度传感器校准规范的空白。

三地共建两项计量校准规范

4月20日，在黄骅港综合港区多用途码头津冀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泊位上，岸桥正在装卸集装箱。 记者 曹 智摄

在与天津港的对接合作中，我省集
装箱国际运输业务也在不断突破和
升级。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的文峰木业
产业园，是华北地区进口原木、板材的
重要平台。

以前，来自加拿大、美国的木材自
天津港进口，通过汽车运输转运至这里
后再进行加工。如今，这种运输模式发
生了变化。

2018 年 1 月，天津至曹妃甸综合保
税区的环渤海内支线成功开通，进口集

装箱从天津港干线船舶卸下后直接装
上支线船运到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支
线船运输大幅简化了物流操作环节，提
高了运输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效
降低了企业综合成本。”曹妃甸综合保
税区港务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部长齐
建辉表示。

进一步的突破是 4 月 12 日。当天，
装载着17个集装箱的“鸭绿江”轮，从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港出发，顺利抵
达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这标志着
天津港与曹妃甸港区之间的首条外贸

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投入运营。
“我省各港口国际远洋集装箱航线

较少，大批外贸进口集装箱货物都在天
津港口岸办理清关手续，再中转至我省
各港口，增加了物流成本，也给天津口
岸造成了压力。”齐建辉表示，天津港与
曹妃甸港区之间的外贸集装箱班轮航
线开通，实现了天津自由贸易区功能向
河北港口延伸拓展的突破，也为天津申
报“京津冀自由贸易港”进行了有益
探索。

新航线开通后，外贸进口集装箱

可享受到自贸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
税区多重政策叠加的福利，实现了两
港之间的货物自由流动，在津冀港口
之 间 形 成 了“ 境 内 关 外 ”的 互 联
互通。

“该航线打通了两港之间的海上自
由贸易通道，使得平行进口汽车等商品
直接在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清关，物流成
本降低了四分之一，这是真真切切的实
惠。”齐建辉说。

天津外代货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天津港将不断扩大与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的业务协同，依
托在黄骅港和唐山港合资成立的集装
箱码头，努力打造津冀港口间的外贸集
装箱班轮精品航线。

4 月 20 日，在黄骅港
综合港区多用途码头津

冀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的 3 号、4 号泊位上，两艘轮船

正在装卸集装箱。笔者注意到，岸桥
不到 5 分钟就把 4 个集装箱装到了“丰
顺77”号大型货轮上。

“在黄骅港装卸集装箱方便多了。”
“丰顺77”号货轮负责人介绍，以前在天
津港装卸集装箱，船舶较多，有时两三
天才能进港装卸。而在黄骅港，船舶运
输效率大大提高。

“黄骅港原来多停靠小货轮，借助
天津港的管理经验和航线资源，现在大

型货轮来往已成常态。”津冀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天
津港合作后，凡是从黄骅港下水、天津
港中转的集装箱运输全部开通了直航
业务。同时，公司加大直航航线力度，目
前开设的航线已有14条。

处于渤海湾西岸的津冀所拥有的
海岸线全长约 640 公里，自北向南分布
着秦皇岛港、唐山港、天津港、黄骅港等
港口，过去曾长期存在重复建设和结构
性产能过剩等问题，各个港口之间竞争
激烈。

2014 年 2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成
为国家战略。如何整合津冀港口群成

为重要课题。2015 年，《〈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交通一体化实施方案》出
台，明确提出天津打造北方国际航运
核心区，与河北省的港口形成合作、错
位发展。

2014 年 8 月，天津港集团和河北
港口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渤海津冀港口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统筹规划利用天
津、河北两地的港口资源及航运要素，
为 两 地 港 口 打 破 区 域 壁 垒 奠 定 了
基础。

2017 年 5 月 17 日，渤海津冀港口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股 90%、秦皇岛港
股份有限公司占股 10%的津冀国际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改组成立，当年 9 月
正式挂牌。

天津港与唐山港之间的合作也同
步推进。2016 年 12 月，天津港和唐山港
共同出资成立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共同运营京唐港区集装箱运输
业务。2017 年，该公司集装箱吞吐量达
200.53万标箱。

不断优化生产管控水平，提升码头
作业能力。2017 年，津冀国际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吞吐量达 65.3 万标箱。今年
一 季 度 ，该 公 司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达
167569标箱，同比增长35%。

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4年多来，津冀港口正逐渐从
竞争转向竞合，资源整合迈出实质步
伐，尤其是集装箱运输合作成效显著，
实现了1+1＞2的效果。

8月1日起

京津冀统一人力资源服务标准

制图/刘欣瑜

京津冀成立全国首家
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本报讯（记者张怀琛 通
讯员范玉梅）4 月 28 日，京津冀
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揭
牌仪式在石家庄举行。据悉，
这是全国首家专业市场知识产
权保护联盟。

专业市场是指相同系列专
业店、专卖店高度聚集的特色
商业场所，通常具有特定的客
户定位、经营定位。由于专业
市场处于商品生产环节末端、
流通环节前端，因此，做好专业
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将

有效切断侵权商品由制造向销
售领域的扩散。

省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京津冀携手成立专业市
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旨在推
动三地间专业市场的协同发
展，增强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通过调动优质知识产权服
务资源，解决专业市场创建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促进京津冀地区商品流通领
域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的
建立。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 通
讯员潘志方）近日，隆尧县固
城中学与北京市坨里中学联
合开展了八年级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 4 门学科“同课异
构”教学教研活动，这是隆尧
加强与京津教育合作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隆尧县加大与
京津教育对接力度，该县教育
局与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局、天

津市北辰区教育局签署了合
作协议。

目前，隆尧县已有 9 所学
校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中学、
良乡三中，天津市北辰区普育
学校签订对接合作协议。在教
育对接活动中，对接学校之间
通过网络资源共享，定期互派
干部跟岗学习，促进了教育教
学质量提高。

隆尧9所学校与京津结对子

加快建成以天津港为核心河北港口为两翼的世界级港口群

津冀港口由竞争转向竞合

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20个交通重点项目获评优秀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2017

年以来，我省共有23个公路、铁
路等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参加京
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重点
建设项目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
参赛人数近 21 万人。经考核评
估，20 个交通重点建设项目被
评为劳动和技能竞赛优秀单位。

全省交通重点建设项目投
资大，要求质量标准高，我省把

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与交
通重点项目建设同部署、同检
查。据统计，2017年各交通重点
建设项目单位共举办各类技术
比武 50 多场次，创新技术成果
260余项，直接经济效益上亿元。

我省还在钢铁、煤炭、水
泥、玻璃、焦化、火电、矿山、化
工、建筑等领域，开展了大气污
染防治劳动和技能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