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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创新发展打造产业生态体系

“门对门”创新 “点对点”服务

前5个月黄骅港吞吐量和
集装箱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黄骅港煤炭港区

抑尘系统让煤港变“美港”

▲近年来，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势头迅猛，着力打造的北京·
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已成为沧州市承接京津
生物医药产业项目转移的重要平台。该园区目前已签
约生物医药项目145个，总投资450亿元。

河北日报资料片

◀在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北陆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做滴
定鉴别实验。这家企业于2015年签约落户沧州，目
前发展势头良好。 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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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大力推行“四个办”

南大港湿地被列入
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晓乐
祖天林 吕坤

上半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主
要经济指标预计仍可实现两位数增长。
区内企业连续两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拥有有效发明专利586项。

近年来，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借
势京津冀协同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
围绕沧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特色产业
集群“六个一”工程和打造“六最”营商
环境要求，按照创新驱动、集群集约、
绿色发展战略构想，通过打造产业生
态体系，强力推动开发区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了经济发展、
产业调整和生态治理多方共赢。

借智创新——
家门口与前沿科技无缝对接

12支科研团队，104人的研发与管
理团队，带着“沧州渤海新区制药与化
工行业高盐有机废水处理与零排放研
究与应用”“新型超分子药用辅料的研
发”等课题，南开大学的强大研发团队
正陆续入驻由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南开大学共建的绿色化工研究院。

绿色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庞宇明介
绍说，这些研发团队涉及化学化工、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
多学科领域，都是比较成熟、处于前沿
的项目。同时，研究院正同区内企业开
展全方位产学研合作，已与4家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而这，只是临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全生命周期科技研发平台的其
中一个平台。

沧州渤海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华峰表示，开
发区化药研究开发公共实验平台将按
照ICH（人用药国际注册技术要求）打
造符合美国 FDA、欧盟 EMA 和中国
NMPA药品质量管理体系的实验平台，
具备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的能力。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中试基地）按照石化规标
准建设6座甲类厂房，重点服务于化工、
生物医药、新材料及节能环保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创新发展。

如果说绿色化工研究院、化药孵
化平台、中试基地是为区内企业提供
了一个“门对门”的创新平台，那么由
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促进中
心负责运营的化工技术转移中心，则
为企业提供了“点对点”的服务。

他们建立了以企业技术负责人为
骨干的科技信息员队伍，并与京津冀
地区 60 余所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
建立联系。企业技术需求可通过科研
成果库进行筛选匹配，进而开展精准
技术对接。

入学即入职、毕业即上岗。这是临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全方位人才服务平

台的优势。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
院“临港订单班”已定向招生 70 余人；
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临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教学中心已为区内 106
名企业职工办理学籍注册；内蒙古化
工职业学院可为区内企业提供充足的
人力资源。同时，园区周边有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方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渤海
校区、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等多所
大学，均可为医药企业定向培养急需
的技术人才。

5月初正式上线的渤海化工网，由
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南京融贸通
控股集团共同打造，是具有区域产业
特性的化工产业互联网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

“我们在帮助企业拓宽购销渠道
的同时，还与高校合作为园区企业提
供‘5G+化工’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渤海化工
网总经理袁巍说。

“渤海化工网是开发区贯彻落实
国家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平台经济
战略、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先手棋’。”
李华峰说，“如果说渤海化工网可以帮
助企业充分释放产能、扩宽购销渠道、
降低采销成本、提升销售份额、开拓海
外市场，那我们正在打造的国际医药
销售公司就是携手园区企业充分释放

产能，进一步拓宽国际销售渠道，加快
园区和企业国际化进程。”

精准服务——
为企业解后顾之忧

作为全省行政审批改革试点，临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审
批流程再造，不断压缩审批时限，全力
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大力推行“容
缺承诺制”，积极开展“不见面”审批和
周末及节假日预约服务，设立审批事
项“二维码墙”，实现了“数据多跑腿、
企业少跑路”。

“现在，我们按照审批流程要求备齐
资料，就是算上国家规定的各环节公示
期，项目从通过开发区规审会，到拿到施
工许可证，最多不会超过50个工作日。”
一位正在办理手续的企业负责人说。

近年来，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还
联合区内企业合作共建了高级医药中
间体分析检测中心，让企业“足不出
户”就可以完成各项检测。医药行业协
会、综合服务中心搭建起了企业全方
位、全要素、全过程服务保障体系；3支
产业引导基金，可为区内初创期、初步
成长期、快速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打
造完整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环保和安全是开发区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底线”和“红线”。已经建成投

用的有毒有害恶臭气体预警监测体系
可以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随时监测
和追踪溯源；污水“一厂一管”排放体
系，杜绝了企业偷排偷放和管道渗漏，
实现了环保管控智能化、数字化。无气
味园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19 年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53天，区内
重点企业全部达到国家生态环境部

“环保先进性企业”标准，最大限度降
低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影响。

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建的事故预防
与应急管理平台，已经接入53家“两重
点一重大”企业中控室和重点部位实时
数据，实现了对企业安全生产数据治
理、可视化智能监测预警、过程安全管
理等功能；同时，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还面向社会聘请两名经验丰富的安全
专家，帮助企业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
患，总投资6000多万元的东区消防站建
成后可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应急救援整
体水平。这些管控举措实现了园区安全
环保监管服务数字化、实时化、精准化。

“我们打造产业生态体系的成效已
经显现，坚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信念已经根植于临港人心中。
只要我们与企业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锲
而不舍干下去，同舟共济走下去，开发区
必将成为‘绿色创新智慧国际一流强
区’！”李华峰信心满满地说。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信贺宁、张诗
启）一个煤炭吞吐量每天达55万吨的港
口，却不见煤炭粉尘，也没有“黑脸煤
工”。相反，夏日的这里海风轻柔、空气
清新，人们还可以在已建成的工业旅游
景区内休闲参观。

这是笔者在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
通道出海口——渤海新区黄骅港煤炭港
区见到的场景。除了源源不断的煤炭运进
运出，这里看不到传统煤炭港区的痕迹。
置身其中一个旅游景点，也是煤炭进入
港区的第一站——翻车机房，一节节满
载煤炭的火车货箱缓缓驶入，随着 4 节
货箱被翻车机包裹起来向右翻转，翻车
机干雾除尘设施随即启动，煤炭倾泻而
下的同时，白色雾气喷涌而出。

“扬起来的不是煤炭粉尘，而是水
汽将粉尘包裹起来形成的水雾。”神华
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三部安全

生产科科长宁环波解释，这款由神华黄
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翻车
机底层洒水抑尘装置，在翻车时能够实
现煤炭粉尘与水的均匀混合，从源头上
抑制粉尘污染的产生。该技术先后获得
3项国家专利，并在第 45届日内瓦国际
发明博览会上斩获金奖。

不仅如此，与之共同组成煤炭港口
长效抑尘系统的煤粉尘处理车间、皮带
机头部抑尘改造、堆场洒水抑尘系统，能
够保障煤炭铁运转水运的全过程抑尘。
此外，黄骅港还建设了水域面积近40万

平方米的生态水系统，可有效收集处理
后的煤污水，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我们还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全流程
智能化作业，工作人员用手中的鼠标轻
轻一点，就能让所有装卸设备‘乖乖’工
作。”宁环波透露。

环环紧扣的生态防线，使黄骅港煤
炭港区呈现出运煤无粉尘、煤港变“美
港”的独特景象。去年，黄骅港工业旅游
景区顺利通过国家 3A 级工业景区验
收，在《2019中国港口高质量发展报告》
中，黄骅港煤炭港区绿色安全评价位居

国内港口第一。
渤海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刘兆忠介绍，围绕打造河北沿海经济带
重要增长极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样板城市，
渤海新区在全力推进集装箱、散杂货、原
油等15个港口码头建设的同时，加快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集中开展“一厂一
管”精准治污和无气味厂区、无气味园区
创建，扎实推进绿色工业游试点工作。
2019年，全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标天
数达235天，同比增加14天，获评“绿色发
展示范城市”和“绿色发展优秀城市”。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马涛、刘骥、赵
宇）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的一
家企业，拟在渤海新区投资建设智能矿
冶装备产业基地和研发中心，因融资需
要，需尽快取得土地证，但近期受疫情影
响，企业无法赴渤海新区办理相关手续。
渤海新区“企业家直通车”办公室得知企
业需求后，立即安排专人对接，通过电
话、微信、邮寄等方式，为企业准备前期
要件材料，并协调有关部门，采取容缺承
诺的方式帮助企业如期取得了土地证。

项目负责人吴洋说：“疫情期间，渤
海新区通过‘企业家直通车’办公室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我们人
在北京就拿到了渤海新区的土地证，更
坚定了我们扎根新区的信心和决心。”

渤海新区“企业家直通车”办公室，

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挂牌成立，是渤海
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式、解难
式服务的平台，以了解企业家需求、解
决企业实际困难为宗旨，不断完善服务
机制、夯实服务举措，让渤海新区的企
业坐上了一站式全链条并联审批、限时
办结的“直达高铁”。

渤海新区深入开展“入企走访调
研”活动，围绕落实惠企政策、解决实际
困难、促进项目开工建设等内容开展调
研，将调研机制与“放管服”改革深度融
合，以“晨扫描”为切入点，有效打开了

工作局面。每个工作日，渤海新区“企业
家直通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准时前往
生产一线、施工现场，了解企业诉求，帮
助企业解决困难。截至目前，累计收集

“晨扫描”和企业主动反馈诉求 200 余
项，南大港煤改气工程燃气经营许可
证、河北盐百商厦冬季取暖等问题均已
解决，落实率达100%。

立足激活民企发展的源头活水，渤
海新区“企业家直通车”办公室组织召
开金融支持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座
谈会。渤海新区管委会与中国银行沧州

分行、建设银行沧州分行分别签订了
300亿元、200亿元的金融支持渤海新区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集中推介
了铭泰机械制造年产 2500 台高档数控
机床及1250台重型数控金切机床、中建
路桥装配式桥梁及建筑新材料加工基
地建设等总投资 573亿元的 122个银企
对接项目，实现了银行金融政策与企业
发展方略“一对一”精准对接。

同时，向企业“送服务、解难题”，为
利和知信、旭阳化工、中铁装备制造等
重点项目单位提供现场帮办100余次。

“企业家直通车”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
翔、周洋）今年 1-5 月份，黄骅
港完成吞吐量 11321.45 万吨、
集装箱 25.6 万标箱，吞吐量和
集装箱增速均居全省第一，其
中，集装箱同比增加21.35%。

今年以来，渤海新区把港
口作为沿海经济带建设的核心
资源，着眼我省建设现代化环
渤海港口群的战略布局，对照
新的功能定位，立足产城和腹
地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港口转
型升级，推动黄骅港向现代化
综合服务港、国际贸易港和“一
带一路”重要枢纽及雄安新区
出海口转变。

为解决港口与产城联动发
展问题，渤海新区一方面完善
港口功能增运力，加快推进集
装箱、散杂货、原油等总投资
321 亿元的 15 个码头建设，全
面启动 20 万吨级航道改造提
升、液化管廊等总投资 129.7亿

元的 19 个港区基础设施项目；
另一方面加强港口合作添动
力，津冀集装箱码头公司成功
开通首列国铁集装箱海铁班
列，首开邯黄铁路集装箱海铁
班列业务先河，与天津港联合
推出的集装箱“天天班海上快
线”，成为疫情期间两港携手打
造国际贸易港的重要措施。

同时，渤海新区力促河口
港区成功转型，东渡旅游码头
一期投入运营，8 个铁路专用
线项目列入交通运输部运输
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西
北内陆—东南沿海”集装箱海
铁联运示范工程成功入选全
国第三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充分发挥综合大港船舶调度
中心作用，通过优化港区内部
组织，调整一体化单位协调机
制等方式，压缩各环节时间，
港口作业组织和船舶周转效
率明显提高。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马涛、
刘骥、赵宇）“本以为要跑好几
趟，没想到一趟没跑就把事办
完了，咱新区的服务真是好。”
近日，渤海新区阳亿劳务派遣
有 限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员 王 兰
英说。

据了解，渤海新区行政审
批局创新性建立了“一般事项
远程验”勘验方法，在为王兰英
所在公司办理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变更事项过程中，工作人员
指导其通过网上提交申请材
料，审核无误后采用微信视频、
照片等方式进行勘察工作，确
认符合相关标准及规定后，立
即换发新的《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证》并邮寄给申请单位，大幅
压缩了办理时间。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政务服务工作，满足企业群众
办事需求，渤海新区行政审批
局科学应对，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 调 整 服 务 举 措 ，大 力 推 行

“四个办”，确保战疫期间政务
服务“不打烊”。一是一网申

办，引导办事企业群众通过河
北政务服务网在线查询和办
理相关业务，尽量避免到大厅
现场办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聚集和交叉感染风险。二是电
话预办，对确需到政务服务大
厅现场办理的特殊紧急业务，
实行电话预约咨询，在指定时
间到指定窗口办理，最大限度
压 缩 办 理 时 间 。三 是 邮 寄 代
办 ，对 未 实 现 全 程 网 办 的 事
项，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提交
申报材料，工作人员通过帮办
代办方式协助办理，办理完成
后邮递送达申请人，实现“无
接触式”手续办理。四是特事
特办，对涉及疫情防控、重点
项目等紧急审批事项和重大
公共资源交易事项，开辟绿色
通道，大力推行容缺承诺制，
特事特办，即申即办。

今年以来，渤海新区政务
服务大厅累计网办业务 54351
件，现场办理 15092 件，有效满
足了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生产
生活需要。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孙晓
卉、贾世峰） 近日，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发布《2020年国家重
要湿地名录》，本次列入名录
的国家重要湿地共有29处，沧
州渤海新区南大港湿地榜上有
名，成为目前全省唯一一个被
国家认定的重要湿地。

国家重要湿地是指符合相
关指标，湿地生态功能和效
益具有国家重要意义，按规
定 进 行 保 护 管 理 的 特 定 区
域。认定和发布国家重要湿
地 ， 是 落 实 湿 地 名 录 管 理 ，
加强湿地保护、修复管理的
重要措施。2019 年起，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每年发布国家
重要湿地名录。

南大港湿地总面积7500公
顷 ， 现 有 植 物 237 种 、 昆 虫

291 种、鸟类 268 种、淡水鱼
类27种，是环渤海地区原始状
态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沼泽湿
地。近年来，南大港产业园区
不断加大湿地保护和修复力
度，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完善湿地保护
体系，通过南大港湿地闸涵维
修项目、生态修复项目及科研
监测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不
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提升湿
地功能，极大程度保护了湿地
及周边生物多样性，有效地维
护了生态平衡。如今，南大港
湿地已成为东亚—澳大利亚候
鸟迁徙网络的重要中转站，每
年在湿地栖息和过境的候鸟多
达数十万只，国际濒危鸟类东
方白鹳、黑脸琵鹭、青头潜鸭
等多次成群现身湿地。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家
胜）日前，经过一个多月的努
力，黄骅市公安局“亮剑 2020”
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取得阶段
性战果。截至目前，共清查各
类 场 所 570 余 家 、出 租 房 屋
1560 余处；排查整治各类安全
隐患 13 处；共抓获各类犯罪
嫌疑人 222 名，其中刑事打击
处理 134 人，行政拘留 88 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打击整治工
作 ，一 大 批 犯 罪 分 子 落 入 法
网 ，一 大 批 隐 患 得 到 有 效 整

治 ，全 市 治 安 秩 序 出 现 明 显
好转。

在行动中，黄骅市公安局
精心组织，雷霆出击，在全市迅
速形成打、防、管、控、查、治的
高压态势。通过深挖线索、巡
逻防控、加大清查力度等多种
形式，开展追逃工作。严格落
实“三级巡控”机制，落实街面
和农村巡逻力度和密度，构筑
自下而上的巡控网络，最大限
度提升防控能力，确保有效遏
制犯罪。

黄骅市公安局

“亮剑2020”专项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22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