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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通讯员
王跃东）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多渠道
灵活就业十六条措施，全面强化稳就业
举措，强化政策服务供给，努力创造更多
就业岗位，促进新区群众多渠道灵活就
业。对毕业学年及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
生、就业困难人员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
照、登记就业（毕业学年的除外）、正常运
营6个月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补贴标准为每个创业项目10000元。

落实创业政策，帮扶灵活就业。对
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
的，全面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
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个
人、合伙创业、小微企业，分别最高可申
请 20万元、130万元、300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

多措发力，开发灵活就业岗位。三
县将拓展灵活就业，帮助劳动者创办投
资小、见效快、易转型、风险小的小规模
经济实体。按照属地原则，协调辖区内
项目工地、商业街等开辟100个以上“服
务建设者”经营专区、“灵活就业人员”
经营专区，每个专区均不少于 10 平方
米，用于灵活就业人员开办工地便捷餐
点、工地小超市和特色小店等小微实
体，实现大规模建设与灵活就业相互促
进、良性循环。

拓宽非全日制、弹性就业空间，发
展新就业形态。放宽新业态市场主体登
记条件，提供优质政务服务，允许市场
主体名称中使用表明企业服务内容和
服务方式的各类新兴行业用语作为行
业表述，促进新业态在新区成长。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管理

服务。开通行业准入办理绿色通道，对
需要办理相关行业准入许可的，实行多
部门联合办公、一站式审批。优化线上
线下集成审批流程，实行“线下一窗办
理，线上一网通办”，推行不见面的行政
审批。三县向乡镇（街道）、村（社区）赋
予一批市场准入、卫生健康、民生保障
等领域政务服务事项，在乡镇设立“重
点就业群体行业准入许可专门窗口”，
为小微企业和重点就业群体提供更便
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推动新职业应用，加大新业态创业
培训力度。结合新区建设和发展需要，
推出新职业培训课程，引导直播销售、
网约配送、社群健康等更多新就业形态
发展。支持培训机构开展新区急需紧缺
工种的培训，组织新职业技能培训，推
广“岗位+技能+劳动力”的培训模式，提

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县将提前
搜集各建设片区、项目急需的工种，常
态化对接各片区、项目人员、技能需求，
为新区群众提供定单式培训，为各建设
片区、项目提供技能、人员服务。

强化服务保障，实施更大力度的政
策扶持。建立新区灵活用工对接和线上
线下信息服务平台，广泛发布短工、零
工、兼职及自由职业等各类需求信息，满
足灵活就业求职者就业择业需求。三县
可选择交通便利、人员求职集中的地点
设立劳务市场或零工市场，组织劳务对
接洽谈。三县与容东片区、启动区、起步
区、昝岗片区指挥部建立信息对接交流
机制，掌握开工建设情况和急需配套服
务，完善信息精准推送机制，每月向每位
未就业群众推送3至5个符合其需求的
针对性岗位，并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

智能感知

为生态环境监测安装“慧眼”

初冬的白洋淀，芦苇呈现青黄，波
光潋滟，鸥鸟飞翔。白洋淀纯水区村王
家寨村边，一处白色建筑分外显眼：洁
白的外墙，方砖铺地的四方小院被一
圈白色木栅栏围起；院子的一角，几根
高高竖起的管子上，动力泵正在抽送
空气，通过不同精密度的切割头以及
其他设备，将空气的各种成分筛选分
析，得出污染物的各种信息数据。

这是新区设置的一个生态环境自
动监测站——王家寨自动监测站。

“这是新区在白洋淀湖心区设置
的一个淀区超级站，可以实现水质、空
气质量的实时监测。”雄安新区生态环
境监控中心工作专班自动室负责人张
京说，此外还在孝义河丰收桥站设有
河流超级站，在白洋淀引黄泵站设置
补水水质监测超级站。

这些监测站更加智慧。在常规水
质监测指标基础上，试点建设集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水质自动监测、气象自
动观测、水文自动监测、水污染自动溯
源和 5G 视频监控于一体的国内领先
的环境自动监测超级站。

坐落在白洋淀旅游路的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智慧”元素满满。
一进大厅，机器人“小豹”便会热情地迎
接你参观监测站全域电子地图沙盘和
宣传片。这里有雄安生态环境共享体验
中心，利用电子沙盘、VR 沉浸式体验
等技术，建立起雄安新区全域生态环境
及实验室实景操作沉浸式体验。

监控中心一至四楼西侧区域全部
为实验室，实验人员正在操作着各类
精密仪器设备。

进入二楼化验室区域的样品交接
室，桌面上放置着一个塑料箱、一副眼镜
和一台电脑。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
心工作专班实验室负责人张冬生介绍，
这些分别是智能采样质控保温箱、VR
眼镜和安装了质控程序的软件平台。

采样员接到采样任务后，通过智
能采样质控保温箱保证采样员到达正
确的采样点位。智能采样箱上的采样
质控智能终端，可通过北斗导航、5G、
区块链、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
术，保证采样箱到达预设的采样点位
才能开箱。“通过全国首创的环境监
测采样质控系统，结合物联网、互联

网、区块链等高科技手段，真正做到
了采样全过程质控，数据全程留痕和
数据可溯性。在环境监测垂直管理改
革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张冬
生说。

位于三楼的雄安生态环境指挥调
度中心，“雄安新区智慧监测平台”正在
运行。软件技术人员林坤堂在指挥台刷
新着新区水质监测网络地图，地图的颜
色根据每个月环境状况而变换。“你看
近两个月都是绿色，说明环境状况良
好，而六七月份显示是橙红色，说明雨
季对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雄安生态环境指挥调度中心构建
针对各级调度的指挥网络，遍布新区
三县30个乡镇的自动监测站工作人员
通过手机 APP 接收指令，对预警区域
进行环境取样，调度中心进行实验和
分析，从而实现异地多人协同的监控
指挥功能。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海
梅表示，雄安新区生态数字化建设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充分借助大数据、
5G、人工智能、区块链、遥感等前沿技
术，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完善数据类
型、补充数据指标、拓展数据领域、发
展监测手段，逐步完善“天地一体、上
下协调、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大数据
网络，助推新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

目前，共享中心及指挥中心已经
投入使用。“雄安生态环境”APP 政务
版和公众版已基本具备试运行条件，
将率先应用 5G+北斗技术，实现白洋
淀水域内的电子导航。

一体化

形成环境监测“网笼”

11月10日10时，在一派迷人景色
中，一艘生态环境的“护卫舰”正在靠
近王家寨水域，该船是名为“雄安监测
1 号”的水质监测船，是国内唯一全锂
电水质监测船，它搭载了两台小型无
人船和一架无人机。

此艘大型水质监测船长 20 多米，
航行所经之处，可随时抽水取样，实时
进行总磷、总氮、氨氮、COD等13项指
标的检测分析。

一场针对白洋淀核心区水质监测
的“天地淀”立体化指挥调度开始上演。
停在监测船甲板上的一台橙色小型无
人船被吊臂投放下水，在大船行驶不到

的狭小区域进行取样。与此同时，一架6
旋翼高光谱水质监测无人机已经升空，
搭载增稳云台高光谱相机，按照事先设
定的路线开始推扫式拍摄。

为加快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建
设，新区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天地淀”
一体化的环境监测网络，全面提升白洋
淀水环境监测预警和监管保障能力。目
前，已初步构建起以白洋淀为主的自动
监测网络，在整合利用新区境内现有6
个国考（淀区）和 6 个省控（跨市界）自
动监测站点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模型分
析进行新建站点布设，新建水质自动监
测站 6 个、浮船站 6 个，均具备 12 项监
测指标，建设空气质量微站、噪声监测
站和扬尘监测站（片区站）。

布设白洋淀淀区网格，织密监测
体系。雄安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白洋淀淀区划分重点网
格，加大网格化自动监测站点投入，根
据情况增设水质自动站、预警站、溯源
站，不断补充完善和规范“一张网”建
设。科学优化布局视频监控网络，形成
淀区、河道、小型污水处理站、秸秆焚
烧控制点等重点区域的视频监控和在
线监测全覆盖，为提高决策科学性提
供详实可靠数据。

快速应急

实现水质“时、分、秒”级监测

11 月 10 日 9 时 30 分，监测船到达
指定水域，技术人员随即一键启动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总磷、总氮、氨氮等
各项监测指标均未超标，目前水质达
到Ⅲ类水标准。”一小时后，随着各项
监测数据的显示，技术人员汇报了该
点位的水质情况。

新区着力构建白洋淀应急监测
网，提升水质快速应急监测能力。

“我们购置了一艘纯电动水质监
测船，吃水深度约 0.5 米，白洋淀的一
般水面均可到达。”张京说，它可实现
13 项指标的快速检测分析，提升水上
应急监测及指挥决策能力。

在大型监测船难以通行的狭小水
面，两台水质无人采样船和全自动多
功能无人船便可以发挥专长。

“别看它小巧，但能办大事，可以
在距离大船 10 公里半径范围内活动，
电池可支持连续工作8到10小时。”无
人船技术人员指着一台被放到水面的
全自动多功能无人船说。这是由珠海

一家科技公司研发的ME120多功能无
人船，它借助卫星定位和自身传感器，
按照预设任务在水面航行，也被称为
全自动水面机器人，可实现无人遥控、
GPS 自 动 导 航 、自 主 航 行 、自 动 避
障等。

为了提升快速预警反应能力，新
区在所有入淀河道设置10个水质快速
预警站，最快可实现6分钟1次的检测
频率。新购置的水质自动监测和声呐
暗管探测无人船，能够实现 12 个参数
的水质监测，检测频率最快可达几秒
钟1次，并可对水平150米、水深300米
内的水下暗管进行探测。VR视频大气
监控无人机可搭载大气快速检测设
备，能及时捕获异常数据及影像。

陆地快速响应体系也被建立起来。
11月10日19时30分，一辆大气走航监
测车，从安新县一所中学附近出发，沿
着 S336 向安新县城方向缓慢前行。车
载激光雷达系统透过天窗，射出一束高
达800米的绿色激光柱，分析走航路径
上空的颗粒物浓度。同时，红外多组分
气体分析仪对采集气体中的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进行精准监测与分析。“这辆
大气走航监测车除了能实时测量气象
五参数外，还能够分析350多种气体成
分，并可实现 20 种以上的气体组分同
时测量。”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工作专班现场室工作人员安秋君称，走
航过程中，通过车载GPS定位系统和数
据分析软件，可在地图上实时显示大气
污染物浓度分布柱状图，帮助工作人员
快速掌握走航区域大气污染情况，从而
有针对性地查找污染源。

目前，入淀河道 10 个预警站已全
部运行。通过无人机飞行监测、无人船
走航监测、监测车精准监测，初步构建
起 新 区 生 态 环 境 应 急 监 测 的 立 体
网络。

新区生态环境局监测科负责人王
英俊透露，新区未来将从“天地淀”逐渐
向“天空地淀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建
设迈进，拟引入卫星遥感技术，搭建白
洋淀水系生态监测管理平台，实现白洋
淀全域、全淀泊监测。另外，可以每周获
取一次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生态环
境专题图，通过对淀区水体叶绿素a、富
营养化指数、藻类分布、总磷、总氮、
COD 等多项水质指标的遥感影像反
演，摸清监测区域内水系生态整体状况
和年度内变化趋势，提升水系生态管理
水平与业务应用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从近日在天津市举
办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专家论坛上获悉，雄安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R1线）将打破传统的地
铁运营模式，采取多交路套跑、24小时运营、多运
营商经营，同时将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实
现进京无需换乘。

据了解，R1线运营后，将与北京地铁大兴机
场线贯通运营，届时雄安新区可实现20分钟到大
兴机场，30分钟到北京，1小时左右到达北京金融
街等北京中心城区。

所谓贯通运营，即乘客从雄安新区进京无需在
大兴机场站换乘北京地铁，从雄安开来的列车将直
接驶上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的轨道，最终到达位于
南二环的丽泽商务区，并与其他地铁线实现换乘，
其中包括金融街站所在的北京地铁19号线（修建
中）。这意味着，R1线将完全融入北京地铁网络，只
需一次换乘，就可通达北京20%的地铁车站。

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实现贯通运营，是所
有互联互通模式中最难的，因为大兴机场线已经
在运营，无法暂停调试，所有技术指标、管理办法、
投资主体都要协调。为此，雄安新区与北京市在车
辆、隧道、轨道、信号、装备、运营等方面深入对接，
创新管理模式。

未来，R1线将打破传统的地铁运营模式，采
用更加类似铁路的运行图。

目前，中国内地地铁基本都是单线单交路运
营，少数城市实现了大小交路和快慢车套跑，但R1
线初期（开通至 2026年）就规划了 5个交路，近期

（2026-2033年）规划了7个交路，远期（2033-2048
年）更是增加至14个交路，并采用不同车型运行。

此外，为对标世界先进运营水平、服务大兴国
际机场，R1 线未来将开启中国地铁 24 小时运营
先例。

前不久，《雄安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R1
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布。环
评书显示，R1线途经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廊坊
市的固安县、永清县、霸州市，以及雄安新区。

R1线路全长约 86公里，其中高架段约 65.68
公里，其余为地下段。线路设站 7 座，分别为雄安
航站楼站、金融岛站、东二组团站、雄县站、雄安
站、霸州经济开发区站、永清站，在大兴机场与北京地铁实现对接。

全线高架段最高运行速度200公里每小时，地下段最高运行速
度160公里每小时，采用7+1（7节客车+1节行李车）市域D型车。

根据环评书，开通初期和近期（至2033年），R1线的运营时间
为凌晨4时至次日凌晨1时，运营时长达到21小时，这已是目前中
国内地运营时间最长的地铁。远期，R1 线将填补 1 时至 4 时的空
缺，实现24小时全天候运营。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
11月 25日，京雄高速白沟河特
大桥主拱圈顺利合龙，大桥“十
七连孔”景观已呈现。

白沟河特大桥是京雄高速
河北段主线上跨越白沟河的特
大景观桥梁，也是北京进入雄
安新区的门户桥梁。桥梁（包
含引桥）全长约1.76公里，主桥
仿颐和园十七孔桥造型，共设
17 孔，每孔长 91 米，主桥用钢
量约5.5万吨。

省高速公路京雄筹建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京雄高速 SG5
标段白沟河特大桥，昼夜奋战
抢工期，于2020年3月8日打下
第一根桩基，6月上旬完成下部

桩基施工，8月下旬完成第一孔
合龙，直至17孔全部顺利合龙，
历时 262 天。在白沟河特大桥
建设期间，从钢箱梁制造到板
单元运输、支架搭设、节段吊
装、接缝焊接、表面处理等，每
一道工序都做到严格把关、全
程监督、安全可控。

据介绍，大桥钢箱梁实现
“智能化建造”和“工厂化生
产”。通过对钢箱梁制造技术
进行改进和提升，运用便携式
焊接机器人、专用数控矫正机
床等先进技术和设备，有效保
证了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据
悉，京雄高速河北段预计明年6
月底前建成通车。

河北日报讯（记者吴安宁）
11月 28日，雄安新区第二届冰
雪运动会在北京朝阳实验小学
雄安校区举行。

本届冰雪运动会包括滑
轮、轮滑、陆地冰壶、速度滑冰4
个大类，分青少年组和社会组2
个组别，共有来自雄县、容城县
和安新县的 200 多名中小学生
和群众参赛。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雄安新区将以本
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普及冰
雪运动知识，持续开展冰雪进

校园、滑雪冬令营等活动，让孩
子们接触真冰、真雪。雄安新
区及三县还将成立专业的冰雪
协会，让更多人走出家门、走向
冰雪，掀起全民冬季健身热潮，
推动雄安新区冰雪运动快速发
展。据了解，本届冰雪运动会
表现优异者将代表雄安新区参
加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通
过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小手
拉大手”“小手教大手”等系列
活动，带动广大学生和家长总
计超过3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
日前，S333 省道容东至 S042 改
线段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并全线
通车，标志着雄安新区新建首
条大规模建筑材料运输通道被
打通，与正在建设的另外 15 条
公路干线形成越织越密的外围
路网。

S333 省道容东至 S042 改
线段工程位于雄安新区容东片
区、启动区东部，是串联容西片
区、容城组团、容东片区、大营
等区域的东西向骨干道路，全
线总长 6.35 公里，采用双向六

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 34
米，设计时速80公里/小时。

据介绍，为完善雄安新区
与外部连通的公路网，同期新
建共有 16 条骨干道路，其中
S333省道、安大线、容易线 3条
公路为雄安新区建材运输快捷
通道。S333 省道容东至 S042
改线段实现竣工通车，建材运
输车辆即可从外部直达容东片
区、起步区，最大限度消除材料
运输车辆对新区交通干扰及环
境污染，加快了雄安宜居宜业
综合性功能区的建设进程。

雄安新区出台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十六条措施

放宽新业态市场主体登记条件

京雄高速白沟河特大桥
主拱圈顺利合龙

雄安新区举行
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雄安新区外围路网首条
建材快速通道竣工通车

“天地淀”立体智慧监测助环境“清朗”
——站在雄安看前沿（二）

□河北日报记者 张伟亚

11月10日上午，在孝义河丰收桥自动
监测站，水污染溯源监测专利技术的设备
正在运行，设备利用荧光光谱进行水污染
溯源，建立了13大类、135种全面覆盖当
前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的污染源指纹库，
识别水污染来源，最短21分钟便可实现一
次预警溯源。

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
建设成果引起高度关注，信息化技术在“天
地淀”智慧监测体系中的创新应用，被评选
为全国数字生态优秀应用案例，供全国在
推进生态环境信息化工作中借鉴参考。

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是新区工作的重
中之重。新区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编制了《新
区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建设项目（一期）
实施方案》，建立了“天地淀”一体化环境监
测网络，全面提升以白洋淀水环境为重点的
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监管保障能力，逐步实
现科学布局、精准监测。 深秋时节，“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面如镜。（新华社资料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