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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

格力精密装备
公司加紧建设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石家庄市第三医院神经外科护士张天乐

争分夺秒不负生命之托

向亚洲最大云数据中心集聚港迈进
——廊坊润泽国际信息港建设工地现场录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

3月28日，走进廊坊开发区润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润泽国
际信息港，铁管堆放、钢筋切割的声音
不时从新建的A-18数据中心项目工地
上传来，工人们有的在已经封顶的楼内
拆除内部架体，有的在钢筋加工场工
作，一派繁忙景象。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项目部副经理
潘振华正忙着组织现场施工，“复工
以来，我们一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边组织人员加紧施工，努力往前赶
工期！”

A-18数据中心是润泽国际信息港
在建的7栋数据中心进度最快的一栋，
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60%左右，
很快就将进入二次结构砌筑、内外部装
修阶段。另外几栋在建的数据中心，也
分别处于桩基施工等不同的建设阶段。

离7栋在建的数据中心项目工地不
远，是5栋已经完成建设、投入使用的数

据中心。从远处看，几栋六七层高的建筑
巍然而立，楼顶上“中国云”“国家信息中
心”“中国电信”等客户的LOGO非常醒
目，海量的数据信息就存储在这里。

走进A-2数据中心的机房，一组组
机柜整齐排列，服务器中灯光闪烁。正
在机房巡检的该栋数据中心运维部长
孙明华告诉记者，“虽然控制室的电脑
可以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但是一些
传感器不易感知的声音、气味等异常情
况，还是要靠巡检发现。”

在5栋投入使用的数据中心里，每
栋数据中心都有一个孙明华这样的运
维团队，他们7×24小时不间断工作，全
力保障机房设备稳定运行以及客户数
据的安全，也间接地为这些数据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7栋在建的数据中心，加上建成投
用的 5 栋数据中心，共 12 栋数据中心，
共同组成了润泽国际信息港的 A 园
区。”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总监
张克春说，润泽国际信息港项目于2010

年启动建设，分 A、B 两个园区，规划有
20栋高等级数据中心，全部建成后能够
提供11万架机柜服务能力，打造亚洲规
模最大的云数据中心集聚港。

目前，润泽国际信息港投入运营的
机房面积达22.5万平方米，能够提供2.8
万架机柜服务能力，服务着众多的机
构、运营商以及互联网企业客户，其中
不乏移动、京东、字节跳动等名企身影，
可为廊坊市、河北省乃至京津冀信息产
业转型提供支撑。

数据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越来越强
大，这让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决策
者们有了更多的雄心。他们依托强大
的云服务能力，积极向教育、信息安全、
云办公、民生大数据应用等领域拓展，
推动公司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这是我们为工惠驿家项目研发的
运控平台。”3月28日，在润泽国际信息
港一路之隔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
中心，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惠驿家
项目负责人打开电脑，上面为项目研发

的线上功能模块一一陈列。
工惠驿家项目是为全国 3000 多万

卡车司机量身打造的。在这位负责人
的描述中，加油、就餐、住宿、维修服
务，了解货物的实时信息，进行运费结
算，播报路况信息、休息提醒……这一
切都能在这个项目的线上线下平台
完成。

目前，工惠驿家项目的线上运控平
台以及手机APP正在升级迭代，已与河
北廊坊、重庆九龙坡、江苏南通、甘肃兰
州等11个地市签约，湖南中南总部项目
也在加快推进。

截至2019年底，廊坊市入统大数据
企业 39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2.3 亿
元，同比增长12.8%；从业人员9456人。
产业规模三年平均增速达到17.93%，位
居全省第一。全市在线服务器存储数
量超过 70 万台，位居全省第一。作为

“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大数据产业项目
正在为廊坊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
新动能。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4 月 16 日，从武汉归来的第 28
天。张天乐依旧会不由自主地用手
机搜寻武汉市第七医院的消息，“我
觉得自己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里，心情
也依旧随着病人的安危起伏。”作为
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重症组
的一员，他曾在那里战斗了48个日日
夜夜。

因为情况紧急，张天乐 1 月 27 日
到达武汉接受了短暂的应急培训，便
进入了“战场”。“虽是一名危重症专科
护士，但第一次走进重症监护室，我还
是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张天乐说，飞
沫、气溶胶都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主要途径，而所有戴呼吸机的病人几
乎都需要吸痰，所以走进监护室无疑
就处于病毒的包围之中。

“重症监护，生命相托；抢救病
人，争分夺秒。”深知肩上的责任，90
后的张天乐义无反顾地迈进监护室
的大门。

除了被感染的风险高，监护室里工
作强度也是最大的。按照规定，医护人
员工作4小时要出去休息1小时。但是
张天乐根本顾不上休息，常常是连续工

作六七个小时。患者随时可能出现突
发状况，他要一刻不停地检视屏幕、连
接管、各种仪器和病人状况。

“从吸痰到俯卧位通气以及肺部
物 理 治 疗 ，病 人 的 一 切 都 依 靠 我
们。由于穿着好几层防护装备，我们
消耗的体力成倍增加。”张天乐说。
重症监护室里的第一个夜班，让张天
乐至今难忘。刚接班，就遇到了一个
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随后血
压也开始下降，一番抢救后，患者的
病情才稳定下来。这时，他早已大
汗淋漓。

“衣服湿透了，眼罩雾气蜇得眼睛
直流泪，我们还要继续奔走，给患者抽
血。重症患者本来脉搏就弱，我们又
戴着4层手套，根本摸不到血管，只能
凭着感觉下针。”张天乐说，那一夜，衣
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他走了有 15000
多步。下班回到宾馆时，累得已经走
不动路。

“我是年轻人，睡一觉就能满血复
活，明天依然会冲在最前面！”那晚，他
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监护室里的日子，有苦也有甜。2
月下旬，病区里转来了年过七旬的张
大爷。起初，老人的心情有些许的害

怕与恐惧。张天乐得知后，主动走到
老人床边，跟他谈心聊天，“我劝他不
要害怕，只要有信心就一定能战胜病
魔，平平安安回家。虽然老人戴着呼
吸机，但从表情里能看出，他的情绪已
经开始慢慢放松。”

看到张大爷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旁
边的水杯，张天乐赶忙把水杯送到了
老人嘴边。由于使用了无创面罩，每
次喝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张天乐就帮
着老人先摘下面罩，喝上一口水，又赶
紧戴上，吸氧后再喝水、再戴上……喝
完水后张大爷已累得气喘吁吁，却吃
力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一刻，张天乐心里比吃了蜜还
要甜。

重症监护室的日子，张天乐的心
情随着病人的安危起伏。只要看到有
患者从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张天乐
都会特别开心。3月3日，重症监护室
终于有了空床，“治愈和好转的病人都
多起来了，那天下班后，我们组的七个
人个个兴高采烈。”

奋战在武汉市第七医院重症监护
室里 48 天，抢救危重症患者 78 人，全
体医护人员零感染——这是张天乐所
在的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重症

组在武汉的战绩。
“这组数字已烙刻在我们心底，这

是成绩，更是激励，激励着我们继续与
病魔战斗，去救治更多患者。”张天乐
坚定地说。

张天乐在武汉市第七医院穿好防
护装备准备进入重症监护室。

本人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4月16日，唐
山市出台《关于支持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
验区曹妃甸片区高水平创新发展的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通过系列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加快重点产业聚集专项政策，加
速自贸区曹妃甸片区率先发展、实现突破。

根据意见，唐山市将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加速推动自贸区曹妃甸片区投资便利
化、金融国际化、贸易自由化、产业高端化，
努力将片区建成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东北
亚经济合作引领区和临港经济创新示范
区。到2022年，引进外资项目100家以上，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00亿元以上，新增市场
主体3000家以上。

唐山市明确提出，扩大片区经济管理权
限，市本级权限全部下放，协调省级权限按
需分批下放；国家、省、市重大改革举措率先
在片区试点，实现创新红利最大化。

为提高审批事项即办率，片区推行极简
审批，实施“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站式审
批、一条龙服务”和“一业一证”改革。在商
事登记方面，全面实施名称自主申报制度，
实施企业注册一口开办、一日开办、免费开
办；推行“一址多照”“证照分离”，允许多家
企业在同一地址注册。在通关流程方面，建
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整合提升海关、海
事、边检智能化、信息化管理系统，优化“两
步申报”通关改革；推进船舶检验便利化，开
展国际航行船舶“联合登临”查验，开通边检
服务绿色通道。

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唐山市鼓励中外
资银行、保险、证券、融资租赁等业态在片区
聚集发展；放宽货物贸易电子单证审核条
件，在片区内推进实施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
付便利化业务，鼓励优质企业在片区内开展
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结算业务。同时，支持中
国人民银行唐山市中心支行、唐山市银保监
分局在片区内设立监管服务机构（窗口）受
理审批事项。建立片区金融创新与风险防
控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共同推进片区内金融
创新，健全地方金融监测预警系统，探索建
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管机制。

为加速推进片区重点产业突破、重大项目聚集，唐山市以优
先发展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培育壮大港航服务产业、加快发展能
源储配产业、做大做强高端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制定一系列优惠
政策和扶持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和省内现有
大宗商品交易场所迁移到片区开展业务，建设矿石、煤炭、原油、
LNG、木材、粮食等交易中心；引进航运公司和船舶管理、航运保
险和运价指数交易等航运服务企业，建设国际船舶备件供船公共
平台；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原油进口和使用资质，建设原油、
LNG、成品油储运设施，完善配送体系，加速曹妃甸国际能源储配
贸易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林凤斌）
4月17日，在保定·中关村创新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基地，记
者走进诺未科技公司的万级洁
净GMP实验室，只见各种国际
一流的专业设备有序陈列。“公
司去年9月投入运营，现在，亚
全能干细胞年提取能力达 1.2
万份，存储能力达100万份，将
为多种疾病的治疗拓展新的治
疗技术和临床方案。”正在检查
干细胞存储系统运行状况的实
验室主管年聚会介绍。她所在
的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是一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亚全
能干细胞国际PCT 专利技术。
在这里建设生产实验室，就是
看重了其创新生态。

据介绍，自 2015 年 4 月投
运以来，5 年时间累计有 60 多
项重大科技成果在中心实现
转化。

按照“以北京为中心，合作
城市为节点，全球配置企业、人
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打
造类中关村的创新生态体系”
的目标，中心利用智库共享平

台、展示中心、雨林空间等开放
性支撑平台，高效聚集政策、资
本、高端人才、创新文化、领军
企业、高校院所等六大创新要
素，积极探索建立区域创新资
源和成果共享机制，优化区域
科技创新要素合理布局。5 年
时间，中心累计举办了200余场
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对
接会，吸引了 8000 多家国内外
相关领域的企业前来考察，对
接资源。

在保定市与中关村的共同
推动下，中心按照“一中心、一
基地、多园区”三级跳的协同发
展路径，将创新生态系统从点
逐步延展到线、到面，汇集中关
村创新要素，建设中关村产品
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及生
产基地，引领保定战略性新兴
产业聚集发展。截至目前，中
心已吸引包括海康威视、华凯
光子、玄云动力、诺未科技等
371 家知名企业入驻。入驻企
业累积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拥
有知识产权600余件，吸引双创
人才4000多位。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5年转化60多项
重大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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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河北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主任封昌红表示，2020年是河北工业设
计深耕年，中心将依托全省工业设计发
展的上升态势，以特色产业集群重点突
破带动全局，推进全省制造业与设计创
新无缝对接融合，全面引领产业高质量
发展——

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进
一步发挥设计资源、技术支撑、专业服

务等优势，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拓宽国
际资源提升行业服务能力，打造工业设
计交流合作高端品牌平台，进一步提升
河北设计国际化影响力。

构建省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联动
机制，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建立与各地
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之间的常态化工
作交流机制，启动省、市工业设计创新
中心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协调联动的工

作推进体系。
深化打造典型标杆案例，推进特色

产业设计提升。将设计创新有效植入
河北重点产业产品和特色产业集群，加
快推动全省及各地市十大案例打造，以
行业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为重点，树立
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典型标杆，进
一步推动河北工业设计有效落地。

建设分销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河北

特色产业区域品牌。构建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在冀·设计廊”平台，甄选河北
各县区特色产品及品牌，建设面向终
端消费者的设计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和售卖平台，塑造河北特色产业区
域品牌。

推进建设雄安工业设计“五个一工
程”。继续推进落实并建设“一赛一周
一院一馆一城”雄安工业设计“五个一
工程”，为未来之城注入全球前沿设计
创新元素，打造“全球设计·雄安发布”
的世界设计风向标聚集区。

河北工业设计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4月14日，正在建设
中的格力（武安）精密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该公司是
格力·邯郸（武安）中原智
能装备基础件产业基地一
期项目，主要产品为格力
电器及新能源汽车、高端
模具、智能机器人等零部
件。目前，一期A2车间
正在进行生产设备调试，
计划5月份正式生产。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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