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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解丽达 通讯员周禹佳）1月
29 日 15 时许，廊坊市广阳区馨境界社区西区东门
口，身着红色党员志愿者马甲的刘文顺大爷，拦下一
辆黑色轿车：“业主您好，请配合测一下体温！”

“37℃。”用额温枪为轿车司机测完体温，刘文顺
边拿出登记本记录好数据，边嘱咐对方：“注意防护，
有事随时联系社区！”

今年65岁的刘文顺，是馨境界社区党支部党员
志愿者团队的一员。这几天，出入门口的居民都要测
体温，见保安忙不开，他和其他几位志愿者主动过来
帮忙。

“从1月27日开始，原本开放3个门的小区只剩
1 个东门出入，居民进出刷卡，快递、外卖小哥一律
只能把物品送到大门口……”廊坊市广阳区馨境界
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静介绍，随着疫情传播形势越发
严峻，社区执行了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小区封闭管理，馨境界社区的业主大都对此表
示欢迎：“非常时期，为了大伙儿的安危，大家辛苦点
多走两步没什么。”然而，对老人、孕妇、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来说，快递、外卖不能送上门，着实让他们感
到不便。

此时，社区已成立两年的党员志愿者团队挺身
而出，“空巢老人、残疾人等遇到困难，有我们！”68
岁的队员于伯祥告诉笔者，他们这支团队有十几名
党员，疫情发生后，在居民微信群公开队员的电话，
24小时为大家服务。

一位独自在家带娃的年轻妈妈，网购了米面油
等物品，自己不便去大门口取。在居民群里求助后，
两名志愿者马上骑着自备的三轮车把货物送到了她
的家中；一位姓温的大娘，拎着大袋小袋的蔬果走进
小区，正在门口巡逻的党员志愿者任洪远见状，赶紧
走上前，帮她把东西送回家。

从1月28日起，廊坊市内公交停运，考虑到一些
居民出行问题，任洪远和刘文顺两位志愿者把私家
车停放在居委会旁边，作为应急车辆，并在车身贴上
手机号，居民可随时拨打。“特殊时期，党员就要冲锋
在前！我们自愿出车出油，解决居民的出行困难。”63
岁的任洪远说，他们都是退休职工，希望能发挥余
热，为社区平安尽一份心，为防控疫情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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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三县”与通州区一体化发展，中部三区两县与大兴国际机场投入运营及
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互联互动，南部一市两县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对接衔接

廊坊努力书写高质量发展“三篇大文章”

市工信局与行政审批局

为一生产防疫物资企业
开启绿色通道

河北日报讯 （通讯员杨雅
淇 记者孙占稳） 1 月 27 日，农
历正月初三，霸州市金盛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拿到医疗器械生产备
案凭证。公司总经理邱占群向上
门送证的廊坊市工信局、廊坊市
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说：“谢谢
你们及时送来证件，我们将开足
马力生产，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
力量。”

金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
家位于霸州市东杨庄乡邱庄子村
的企业，具有生产医用隔离眼
罩、面罩的能力，但生产备案凭
证尚未办理。目前该企业有员工
20 多人，每天满负荷运转可生产

医用隔离眼罩、面罩 3000 套。了
解到这家企业的情况后，为加大
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廊坊市工信
局与行政审批局共同开启绿色通
道，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为企
业加快办理生产备案凭证。

1 月 27 日上午，仅仅用了两
个小时，市行政审批局就完成了
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审核完材
料后，我们马上为企业办理了可
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备案
凭证，支持企业尽快投产。”市行
政审批局市场服务科副科长李玮
介绍，为了支持企业早日生产，
他们不耽误一分钟时间，专门派
人把生产备案凭证送到了企业。

国网文安县供电公司

成立党员保电小分队
保障重点企业生产

在香河县新兴产业示范区里，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香河
医康院区项目正在紧张施工。该院区
总建设规模 84500平方米，将充分发
挥首都医疗资源优势和辐射作用，带
动和提升京津冀地区医疗水平协同
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对‘北三县’的格
外关注，让我们备受鼓舞！香河今年
将加快推进协同发展，在对接京津借
势发展上实现新突破，让协同更深
入、合作更密切。”廊坊市人大代表、
香河县委书记李桂强说，他们将继续

编制好国土空间规划，推动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深度对接京
津，引入优质资源，合作发展卫健、教
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县域高质
量发展。

“加快推动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
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政府报告提出，
要继续严格落实“四统一”要求，加快
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力促各项
规划尽快实施，持续深化与北京产业
和公共服务对接，着力夯实一体化发
展基础。

从“北三县”的新年计划来看，与

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要点不谋而合。
“放大坐标谋创新，跳出大厂看

大厂。大厂今年将进一步放大格局、
提高标准，强化服从服务理念，吸引
副中心优质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向大厂延伸布局。”廊坊市人大代
表 、大 厂 回 族 自 治 县 委 书 记 谷 正
海说。

“最近两年，大厂和通州区融合
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廊坊市人大
代表、大厂城区第一幼儿园园长李红
梅告诉笔者，去年 10月底，她随大厂
教育部门到通州教职工幼儿园跟岗

学习，回来便将北京的先进理念和方
法应用到教学之中，让学生们受益
良多。

近日，三河燕郊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荣获“2019年度优秀双创载体-
企业育成奖”。北京研发，廊坊孵化转
化，与北京仅一河之隔的三河市更是

“近水楼台”。“今年，我们继续引导域
内龙头企业与中科院、京津高校院所
等高端创新资源对接，加快京津冀协
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廊坊市人大代
表、三河市市长刘连杰介绍，今年，该
市将支持域内 8 所大学建立校地校
企科创平台，引进国家研究院所，形
成“大学+科技+产业”驱动发展新格
局，力促科技成果研发、引进、转化实
现新突破。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孙立娟
记者孟宪峰）2月4日13时，在廊坊
天雅桥隧设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刚刚生产出来的集成房屋
正在装车发运。看着工人们忙碌的
身影，听着车间机器重新响起的轰
轰声，驻守在此地执行特殊任务的
共产党员保电小分队队员陈金诚
舒了一口气。

自接到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
医院建设提供集成房屋的生产任
务后，廊坊天雅桥隧设备制品有限
公司每天都将产能调到最大，车间
设备满负荷运转，日生产量平均提
高到原来的 4倍。为保障这些重点
企业加快生产，国网文安县供电公
司大留镇供电所成立了共产党员保
电小分队，在企业生产一线不间断
巡视，随时解决用电问题。

廊坊天雅桥隧设备制品有限

公司共有两台变压器，一台 50 千
伏，一台 250 千伏，其中 50 千伏变
压器保障着两个车间的机器设备
运转。4 日 10 时，在这里巡视的陈
金诚突然发现 50 千伏变压器跌落
式熔断器冒出了火星，保电小分队
经过会商，认为这是变压器负荷过
大的信号，存有安全隐患。他们紧
急制定了抢修方案，利用工人午休
时间，通过新铺设电缆，将 50 千伏
变压器负荷切倒在250千伏变压器
上。抢修作业开始后，陈金诚爬上
了车间外 3米高的围墙，在狭小的
空间里小心翼翼地铺设着电缆，不
到 1 个小时，抢修作业顺利完成。

“真是高效率，有你们在，我们的生
产任务一定能按时完成，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出一份力。”廊坊天
雅桥隧设备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竖起了大拇指。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廊坊最大最现实的
发展机遇。”1月18日，廊坊市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廊坊将聚焦全面完成协同发展中
期目标，推动“三篇大文章”升级加力，
切实把重大战略机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成果。

“三篇大文章”指“北三县”与通州区
一体化发展，中部三区两县与大兴国际机
场投入运营及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互联互
动，南部一市两县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对
接衔接。聚力做好“三篇大文章”，培育高
质量协同发展的动力源——在今年的廊坊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达成高度共识。

1月20日，廊坊市七届人大五次
会议闭幕。会上多次被代表、委员提
及的廊坊临空经济区建设话题依然
热度不减。此时，城市西部的临空区
起步区项目工地上，几十台挖掘机正
同时作业，土方开挖工作如火如荼。

“举全市之力推动临空经济区建
设实现更大突破。聚焦建设宜居宜业
航空城，加快释放临空经济区引爆效
应，全力打造全市乃至全省新的经济
增长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廊
坊对临空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全面提速规划建设。深入落实
“1+3+13”规划体系，加快推进市政
基础设施和公务服务设施建设，全面
拉开城市框架；全力做好重大交通项
目地方保障工作，推动新机场北线高

速全线通车。
加快完善政策体系。充分借助前

海研究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等，研
究制定人才、金融、地产、税务、科技、
财政等方面政策体系，强化政策集成
与创新，全面提升区域竞争力。

突出抓好项目招商。围绕“1+2+
3”产业实施路径，深化全球招商、产
业链精准招商，力促新一代信息技
术、航空科技创新等领域 68 个意向
性临空产业重点项目尽快签约落地，
着力推进民航科教产业园等一批项
目开工建设。

“春节之后，我们谋划启动相关
村街征迁工作，为临空经济区建设提
供坚强保障。同时，抢抓新机场和临
空经济区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借势

崛起、乘势发展。”廊坊市人大代表、
广阳区委书记徐静华介绍，广阳区将
超前谋划临空基础和配套对接，打造
与临空经济区同频共振、协同创新的
西部临空产业新区。

按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总体规划，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发
展总体定位是“三区四集群”，即航空
物流区、科技创新区、服务保障区，以
及航空物流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创业
集群、服务保障产业集群、高端服务
业产业集群四大集群。其中廊坊片区
包含 52 平方公里的航空物流区，位
于广阳区境内；48平方公里的科技创
新区，位于固安和永清境内。

1 月 4 日，廊坊临空经济区起步
区征迁安置和土地流转工作动员誓

师大会在永清召开。“在举全县之力
打赢临空经济区征迁第一仗的同
时，永清要高起点谋划临空经济拓
展区。”廊坊市人大代表、永清县委

书记彭敬捷表示，他们将瞄准新业
态、新生态、新产业，重点布局商贸会
展经济、康养度假经济、公共服务经
济，打造永清临空经济的活力区和高
端成果转化区。

位于固安高新区的河北航天振
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涉
足航空飞机发动机维修的民营企业
之一。“飞机落地后，工作人员会立即
对飞机进行检修，发现问题就要马上
维修，机场周围必然聚集飞机零部件
的维修企业。”廊坊市人大代表、河北
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广谱表示，他们计划进一步拓展公
司的飞机零部件维修业务，目前已与
入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部分航空
公司洽谈合作事宜。

日前，笔者走进刚刚投产不久的
三钢科技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条数
百米长的冷轧生产线正在忙碌地运
转。这条生产线采用高精度不间断连
续轧制、激光焊接、激光测速等先进技
术，可生产抗酸、抗碱、耐腐蚀、柔韧性
好的新材料，整体装备水平国际领先。

“霸州毗邻雄安新区，我们经过
考察发现，雄安新区未来需要的家
具，有越来越智能的趋势。”廊坊市人
大代表、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董

事长崔大乐介绍，他们顺应家具市场
尤其是雄安新区的消费升级需求，加
快了产品的研发设计、提档升级和品
牌建设，为公司发展不断积蓄新动
能。三钢科技项目就是集团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项目。

“扎实推动南部县（市）与雄安新
区联动发展取得更大进展。”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全面落实雄安新区总体
规划及雄安新区周边地区管控要求，
严控城镇开发边界，全面提升新区周

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配置水平。
加快推进交通互联，扎实做好京

雄铁路、雄安新区至大兴国际机场快
线铁路等轨道交通项目和京雄、津石
等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地方保障工作，
加快实现与雄安新区交通一张网。

积极开展生态共建。确保白洋淀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取得实效，
高标准建好绿博园廊坊园，加快实现
与雄安新区生态一体化。持续推进产
业配套，做实产业承接基础，努力实

现与雄安新区产业一条链。
文安县与雄安新区陆路相接、水

脉相连，定位为打造雄安东部科技成
果转化和休闲康养基地，具有洼淀特
色的城市。“从去年起，做好‘三篇大
文章’成为廊坊市的工作主线。作为
一名基层代表，我深刻感受到了令人
惊喜的变化。”廊坊市人大代表、文安
县大围河乡安里村党支部书记宋志
强表示，文安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土地利用不断提升的空间机遇，经济
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企业基础带来
的平台机遇，这些都将极大地推动文
安城镇化进程，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进
入快车道。

““北三县北三县””与通州区协同一体发展与通州区协同一体发展

廊坊临空经济区建设全面提速廊坊临空经济区建设全面提速

南部县南部县（（市市））与雄安新区联动发展与雄安新区联动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 孟宪峰 通讯员 周禹佳

◀永清智能控制产业园北方
一造生产车间工人在进行产品检
验。（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 冲摄

▼在固安县工业园一家企业车
间，员工对新型显示配件生产线进
行调试。（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门丛硕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河北日报资料片河北日报资料片

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从1月28日起，廊坊
9958应急救援队派出四五十名接受过消杀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对市区老
旧小区、公共场所等地进行预防性消杀防疫。2月7日，志愿者在市区金
泰花园小区进行消杀防疫。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 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