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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优化建设项目“一会三函”审批流程

“三函”审批时间压缩至14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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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西混凝土搅拌站7条生产线全部投产

绿色智能厂区 无人值守生产
——雄安新区重点项目探访（四）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雄安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党政办公室印发《关于
加强工程建设“四位一体”管理的意见（试
行）》，雄安新区将依托规划建设BIM管理
平台，加强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质量监
管、竣工验收“四位一体”全过程管理，优
化建设项目“一会三函”审批流程，“三函”
审批时间压缩至14个工作日内，有力有序
推进工程项目建设。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推
进“一会三函”审批是新区建设项目投资
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项目完成“一会三
函”流程后即时开工建设。所谓“一会三
函”，即召开会议集体审议决策，取得建设
项目前期工作函、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
施工意见登记函。

新区将优化“一会三函”流程，明确
“三函”受理由新区公共服务局（政务服务
中心）归口负责，提高审批效率。对于政府

投资项目，做好项目谋划，开展项目征集，
建立项目储备库，对入库项目逐一开展前
期研究论证，确定项目的建设时序、技术
方案、投资匡算等事项，形成项目建设计
划，提交“一会”审议决策。进一步压缩“三
函”审批时间，“前期工作函”办理时间压
缩为 1个工作日，“设计方案审查函”办理
时间压缩为10个工作日（特殊及复杂设计
方案的项目除外），“施工登记函”办理时
间压缩为3个工作日。

集中受理项目审批。实行“一口受理，
一网通办，一次发证”。一口受理，政务服
务大厅受理全流程报建材料，行业主管部
门出具审查意见。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可委
托新区重大项目办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
出具评估报告；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由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出具选址意见或划拨
批复意见；竣工验收阶段由建设单位组织
竣工验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一网通办，

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将工程建设项
目涉及的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平台管理。一
次发证，政务服务大厅核发行政许可事项
审批结果文书。

建立全流程全要素数字管控平台。构
建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信息平台，加强
工程施工过程管理，确保建设施工与前端
审批、后端工程验收全流程无缝衔接，实
现数据统计、在线监控、远程指挥、应急调
度和即时预警等功能，强化信息共享，实
施智能管控。

加强建材使用管理和供应保障。建立
建材采购、供应和使用管理制度，按照“谁
采购谁负责，谁使用谁保管”的原则，明确
建筑材料质量、保管、使用责任。

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加强工程质量检
验管理，充分发挥检测机构在工程质量管
理中的作用，推进资源整合，建立京津冀
检测资源共享机制，完善检测监管预警指

标，及时推送不合格信息，做到智能、精
准、高效检测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工程
质量监督检查，建立工程质量联络员机
制，完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实施网格化
管理，分区分类对建设工程监督、检查、指
导和服务。

新区还将严格项目竣工验收，规范工
程竣工验收程序。依法依规开展工程竣工
验收，优化完善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机制，
严格落实工程联合验收程序。在竣工验收
过程中，增加由新区组织规划部门、规划
师单位以及专家对工程进行规划符合性
验收并出具报告。

推行工程资料管理数字化。依托“城
市记忆”“大档案”和“云信息平台”，在工
程资料档案管理上实现集约、全周期档案
管理，全过程、全数字化档案服务和一站
式服务，为创建数字孪生城市提供数据
支撑。

□河北日报记者 吴安宁

每当东行的列车即将驶入白洋淀站
时，旅客的视线总会被出现在北侧车窗
的三个大方块儿所吸引。中间小、两头大
的三个乳白色大方块儿整齐排列，外立
面上还缀饰着天蓝色的几何条纹，造型
简洁大气。

这样一个颇具艺术性的建筑，正是
雄安新区刚刚建成投用的容西混凝土搅
拌站。

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入春之
后，容西搅拌站一边做好厂区建设，一边
做好商品混凝土生产工作。目前厂区建
设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植树绿化。
5月 3日，随着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点火运
行，雄安容西混凝土搅拌站7条生产线已
全部投产，正源源不断为新区建设供应
商品混凝土。

随着雄安新区转向大规模实质性建
设阶段，新区对混凝土、湿拌砂浆、水泥
稳定土以及沥青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需
求量不断增加，容西搅拌站的建成投产，
正好契合了新区的规划建设时序。

“2019年 12月 6日，我们的资质证书
顺利办理完成。两天后，搅拌站的第一罐
防冻型 C20细石防冻喷射混凝土就运往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工地，用于护坡
防护工程。”容西搅拌站总经理潘键介
绍，运往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工地的
那车混凝土是容西搅拌站生产的第一车
混凝土，也是雄安新区自主生产的第一
车混凝土。

作为雄安新区第一个商品混凝土预
拌企业，容西搅拌站秉持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的要求，突出雄安新区绿色环保
的发展理念，在绿色生产上下足了功夫。

“容西搅拌站项目包括混凝土搅拌
站、水泥稳定土拌合站、沥青混凝土搅拌
站三部分。”容西搅拌站常务副总经理于
东磊介绍，人们在外面看到的三个大方块
儿样式的厂房，正好对应的是这三部分。

“目前已经投产的是混凝土搅拌站，
待所有项目都投产后，容西搅拌站将实现

单站产能国内第一、质量控制国内第一、
绿色环保国内第一、智能控制国内第一
等。”容西搅拌站站长姚志军说，未来容西
搅拌站可以提供高质量混凝土、湿拌砂
浆、水泥稳定土以及沥青混凝土，为雄安
新区的项目建设提供稳定的材料保障。

记者随工作人员进入搅拌站内部实
地探访，大方块儿的内部整洁而安静，并
没有想象中的机器轰鸣、尘土飞扬，除了
偶尔出现的巡检人员，偌大的厂房里见
不到工人。

全封闭生产、绿色零排放和无人值
守智能控制，使得该项目在同行业中具
有领先优势。不同于传统搅拌站的敞开
式作业，容西搅拌站通过工艺改进，实现
了全封闭生产，即生产系统全封闭厂房、
生产过程全自动收尘、储料系统全封闭
钢制料仓、上料系统全封闭皮带通廊。

为响应雄安新区绿色环保的发展理
念，容西搅拌站在生产工艺上做了一些改
进。首先是采用全封闭钢制高位料仓，实
现原料的静态储存。其次是缩短了皮带输
送距离，使得生产线的结构更加紧凑、布
局更加合理，相较于传统的生产工艺可以

节约 50%的用地。另外，使用自动上料装
置来代替传统的铲车搬运，可降低30%的
能耗，每年可减少1450吨的碳排放。

容西搅拌站还是国内首家实现零排
放的预拌站。他们采用了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的烟气直燃燃烧器，生产作业时产
生的沥青烟气可以实现 100%捕集，进行
二次处理，避免给新区环境带来污染。使
用螺杆式静音空压机，风机烟仓的内部
采取多孔吸声材料及消声器进行降噪，
设备也进行二次整体封装，整个厂区的
噪音整体得到很好的控制。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的粉尘通过地面集中收尘系统运
回粉料仓，既节约了资源又避免了粉尘
污染。除此之外，园区所产生的生活污水
经过处理后，会用于厂区的园林灌溉以
及水泥稳定土的生产，工业污水也会通
过砂石分离机处理后进行回收利用。

通过一系列绿色节能举措，每年容
西搅拌站可减少 3.5万吨的污水排放，减
少 8000 吨的固废排放。除了将废弃物进
行二次利用外，搅拌站还在绿色能源供
应上下了一番功夫。

容西搅拌站通过利用能源可再生的

地源热泵，为厂房进行室温调节，冷热能
源转化的能效比值与传统空气能调温设
备相比，提升了近一倍，做到了绿色环保
零污染。“我们是国内率先在搅拌站中使
用地源热泵的，可以有效节约资源，降低
污染。”潘键介绍。

生产环节的功夫下足了，品控运输
上也没落下。

走进容西搅拌站的智能控制中心，
电子大屏上详细地显示着每一辆运输车
辆的实时状态。通过智能监管平台，可以
从原料生产、加工、运输、混凝土生产、交
付的全过程进行品控，搭建起建材质量
百分百可追溯管控体系。他们还开发了
一个手机小程序，雄安新区的各家施工
单位通过微信扫码就可以进行下单，预
约他们的产品，其服务平台也可以实时
进行派单处理，大大提高了签派效率，节
省了人力。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强化对信息系
统的使用，优化业务流程，逐步实现厂房
无人化、控制少人化，把容西搅拌站建设
成为雄安新区的标杆企业，打造引领国内
预拌行业发展的雄安标准。”于东磊说。

□河北日报记者 原付川

从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三校一
院”（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
京四中、宣武医院）交钥匙项目建设方获
悉，“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加快推进，目
前，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主体结构封
顶，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史家胡同小
学雄安校区和北京第四中学雄安校区项
目正加快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史家胡同小
学雄安校区项目教学楼A段和C段及行政
楼主体结构封顶，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项目
高中部教学楼主体结构封顶，雄安宣武医
院项目已完成基坑第三步土方开挖和复
合土钉墙支护。

四个项目已于3月中旬全面复工，返场
工人1100余人。“五一”假期，“三校一院”交
钥匙项目没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争
分夺秒工作，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出力。

“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是北京市支援
新区的重点公共服务工程，也是新区实现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发挥北京优

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优势，助推新区公共服务
建设的第一批项目。

“三校”项目地点分布于启动区的中
轴线两侧，项目选址条件基于新区五分钟
生活圈的服务半径进行设置。医院建设按
照“三级综合医院规模、专科设置结构完
整、专科特色优势突出”的基本原则，打造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化医学中心。

绿色智能是“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
最鲜明的特征。早在规划设计阶段，项目
设计单位就同步开展数字化设计，建立项
目BIM三维模型，并进行数字化设计和数
字化交付。3 所学校项目按照绿色建筑三
星级标准来设计建设，医院项目将达到绿
色医院建筑三星级标准。

“这是启动区首批公共服务与民生保
障项目，咱一天也不能耽误。”5月 4日，记
者来到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建设现
场时，项目经理尹建正组织工人进行样板
间建设。样板间按照绿建三星标准建设，
由活动室、科学探究室和走廊构成，建成
后将对整个项目管线排布、室内标高等起

到示范指引作用。
尹建介绍，项目延续“红墙绿树白塔

边”的历史传承，设计以“儿童视角”为出发
点，融入北海印象、雄安风貌等要素，让项
目成为一个以儿童为本的示范性幼儿园。

在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项目智慧
工地指挥中心，项目工程部相关负责人何
链向记者演示了智慧工地系统操作流程。
该系统包括智能人脸识别、智能喷淋、安
全违规通报、塔吊监控等智能模块，可辅
助现场施工管理。一旦工地空气污染指数
达到预警值，与系统关联的塔吊喷雾装
置、四周自动喷淋装置等就会自动启动，
不停地喷出水雾抑尘。

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项目位于容城县
与安新县交界地带，由综合楼、初中部、实
验楼、高中部、连廊五个单体组成。其中，
高中部已于4月26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转入钢结构、砌体、二次结构及装修装饰
施工阶段；实验楼、初中部和综合楼也将
于近期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医院项目土方施工单位北京建工集

团总工张宇告诉记者，该项目是雄安新区
启动区建设的第一所大型综合医院，未来
将作为新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之一，为在新
区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提供高水准、全方
位、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对新区教育和医疗体系建设具有示范
引领作用。为此，北京、河北及雄安新区等
相关方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齐心协
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将支持“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疫情
防控纳入京津冀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联动工作机制，支持雄安新区重点任务落
实，指导项目管理单位落实雄安新区疫情
防控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
建设，确保“两手抓、两不误”。下一步，北
京将组织“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各参建
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扎实推进项
目建设，确保项目建成高质量工程、精品
工程、廉洁工程。

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交钥匙项目加快推进

“三校一院”将建成高质量精品工程

雄安新区容
城县，容西混凝
土搅拌站三座厂
房主体。5 月 3
日，随着沥青混
凝土搅拌站点火
运行，雄安容西
混凝土搅拌站 7
条生产线已全部
投产，正源源不
断为新区建设供
应商品混凝土。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安
宁）近 日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ITU-T SG17工作组召开在
线会议，中国雄安集团数字
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中国
联通、中国电科信息科学研
究院、韩国 ETRI 等单位提
交的两项智慧城市领域标准
立项建议获得通过。

本次通过的两项国际
标 准 是 ：《Security measure
fordigital twin system of smart
cities》（中文：智 慧 城 市 数
字 孪生系统安全机制）和

《Security measure for smart
residential community》（ 中
文：智慧社区安全机制）。所
谓数字孪生系统，是指紧扣
新区同步规划建设数字城市
的总体理念，综合运用云计
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智能硬件、AR/VR 等新
技术，构建全域感知、万物互
联、泛在计算、数据驱动、虚
实结合的新型智慧城市。

雄安集团数字城市公
司作为雄安新区智能城市
建设的主要支撑单位，一直
积极推动数字孪生城市关
键技术研究开发。为保障
数字孪生系统及智慧社区
的安全，数字城市公司通过
分析数字孪生城市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求，提出数字孪
生系统安全机制和智慧社区安全标准，为安全部署和应
用数字孪生系统和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参
考。据了解，数字城市公司按照“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的要求，稳步推进雄安数字孪生城
市建设，积极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标准，为数字雄安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雄安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党政办公室印发《雄安新区2020年落实“万企帮扶”
百日行动方案》。新区及三县领导将包联169家纳入统计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坚持分级包联，实行“一企一策”，
精准服务，积极为工业企业送政策、送服务、送支持，解决
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新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新区传统产业企业外迁转移和
创新升级需求，以及企业面临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资金
保障、市场消费等共性和个性问题，切实开展精准帮扶，
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

明确包联责任。新区、三县各自制定包联方案，明确
包联领导、责任单位、联系人。其中，新区领导包联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共计 22 家；三县将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原则，包联其余 14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级
包联责任单位摸底包联工业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所在行
业特点、发展计划、存在问题和主要诉求，实时掌握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对全部规上工业企业逐一建档立卡并动
态更新。

落实惠企政策。加快落实国家、省级和新区制定出台
的贷款贴息、减税降费、援企稳岗、减免房租、企业贷款、
转型升级等各项政策措施，通过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广
泛宣传，切实做好“送政策、送服务、送支持”工作，确保惠
企政策落地见效。适时组织开展惠企政策落实情况专项
检查，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落实责任，切实使企业享
受到政策红利。

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统筹调度，以防疫物资、
民生保障、供应链产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重
点，通过抓重点龙头企业，以大带小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及
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加速推进企业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将积极推动
“三创四建”活动有序开展，持续推进工业领域“双创双
服”活动、“三深化三提升”活动，围绕新区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工作重心，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激活市
场主体活力，变疫情的冲击压力为产业转型升级动力，全
面提升新区工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分级包联 一企一策

雄安新区精准帮扶
169家规上工业企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日前，《河北雄安新区旅游
发展专项规划（2019-2035 年）》编制完成。规划明确提
出，坚持全域旅游、文旅融合、因地制宜等六大基本原则，
旅游业有效服务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
务，推动雄安新区建设文化和旅游有效融合、全域旅游管
理体制改革和生态旅游创新发展的先行先试区。

未来，雄安新区将打造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依托雄安
云，建设智慧旅游管理、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为全区旅游
应用建设及资源整合提供数据支撑。以全域旅游为理念
的高品质现代服务业融入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每一个
环节，做好“旅游+”与“+旅游”，构建“景城共荣”的全域
旅游创新发展模式，打造绿色智慧的“国家客厅”，建成世
界著名旅游城市。

强化创新创意引领，推动建设旅游总部基地、旅游银
行、旅游“双创”孵化基地等，高起点规划建设一批示范样
板，融合城水林田淀等特色要素，推动都市观光休闲、特
色组团多元体验、古淀生态苑囿、都市花海田园、白洋淀
荷塘苇海等特色产品开发。同时引导商务会展、未来科
技、金融科创、教育研学、文化博览等高端产业融合发展，
辐射周边保廊沧石衡区域，共同构建世界级城市旅游产
品体系，开创全域旅游“雄安模式”。

雄安新区旅游发展专项规划提出

构建“景城共荣”
全域旅游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