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1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省委九届十一次、九届十二次全会召开
擘画河北现代化建设新蓝图
2020年11月7日至8日、12月25日至26日，省委九届十一次、

九届十二次全会先后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十
四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新的一年我省要抓好的重点工作。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河北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河北全力构筑拱

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
行加快恢复向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转型升级扎实推进，民生得
到有力保障。

最后一批贫困县“摘帽”
河北告别区域性整体贫困
2020 年 2 月 29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经省扶贫开发

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批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13个县
和涿鹿县赵家蓬区退出贫困县。这标志着河北省的贫困县全部

“摘帽”，从此告别区域性整体贫困。

津石高速等一批重大项目投用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跑出“加速度”
2020年12月22日，津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两地高速公

路通行时间由过去4小时缩短至3小时。京唐城际、京滨城际等骨
干城际铁路正在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
雄安新区百余项重点工程加快推进
2020年12月27日上午，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轨道

上的京津冀”再添新干线。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的雄安新区，规
划面积1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千座塔吊高耸，100多个开工
项目都在紧张有序推进，270多个工地灯火通明，昼夜不眠。

我省扎实推进冬奥筹办工作
参与冰雪运动群众达1870万
2020年 12月 21日，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在被称

作“雪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开幕。这一年，我省大
力推进冰雪场馆建设，实现了市县两级室内公共滑冰场
馆全覆盖，滑冰场馆总量位居全国首位，全省参与冰雪
运动群众增加到1870万。

河北深入开展“三创四建”活动
加快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1 月 8 日晚，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三创四建”活动加快建
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意见》。省委、省政府决
定开展“三创四建”活动和继续推进 20 项民心工
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也是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 念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发 展 思 想 的 实 际
行动。

回眸2020，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迎难

而上，众志成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这一年，河北全力构筑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这一年，河北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区域性整体贫困，7500万

燕赵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这一年，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雄安高铁站按

时高质量开通运营……河北举全省之力办好“三件大事”，扎实推进重大国

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实施迈出新步伐；

这一年，胸怀“两个大局”，立足五年，着眼未来，作为京畿大省的河北，

描绘出一幅鼓舞人心的“十四五”发展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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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个充满挑战的不平凡的庚子年。
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河北

全力构筑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省委、省政府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创新“三个关口
前移”，筑牢“三道防线”，紧急驰援湖北武汉和神农架
林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充分彰显了河北力量和
河北担当。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冲击与考验，呈现稳
中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省
实现生产总值 25804.4 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比上
半年加快 2.0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283.3
亿元，同比增长1.9%，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增加值9861.2亿元，同比增长1.7%，比上半年加快
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3659.9亿元，同比增长
1.2%，比上半年加快2.5个百分点。

疫情倒逼企业转型按下快进键，新业态催生经济
发展新动能。

前三季度，全省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动能逐步壮
大。新产业加快成长，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3个百分点。新
产品产量增长较快，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同比增长4.3
倍，工业机器人增长20.2%，太阳能电池增长19.6%，数字
程控交换机增长56.8%。新业态蓬勃发展，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 249.8 亿
元，同比增长1.3倍，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外卖送餐服务收
入增长2.4倍。新主体快速增加，三季度末，全省法人单
位139.3万个，比二季度末增加3.2万个，同比增长6.7%，
其中企业法人118.5万个，增加3.7万个，增长6.3%。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省深入开展“三创四建”活
动，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快节奏做好各项工作，不
断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

2020 年 1 月 8 日晚，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三创四建”活动加快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的意见》。会议强调，省委、省政府决定开
展“三创四建”活动和继续推进 20项民心工程，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有力
举措，也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实际行动。
“三创四建”，即创新、创业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
系，建设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开展“三创四建”活动，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河北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化思想认
识，认真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用心用情用力办好
民生实事，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任务，我省精神文明
建设、“证照分离”改革、20项民心工程等均取得明显成
效。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我省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自 2020年 7月 1日起，在
全省范围内，除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实施的，以及由国家部委、中央
垂管部门实施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外，对所有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统一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实行告知承诺、优
化审批服务方式分类推进改革。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上，我省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其
中，廊坊市和大厂回族自治县、文安县、遵化市获评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唐山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迁安
市和正定县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承德市获评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105个村镇
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88 个单位获评第六届全国
文明单位，22个家庭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34所学
校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7个单位和6名个人
分别获评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切实兜住民生底线，持续推进20项民心工程。降低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比
例由50%提高到60%；将兜底保障覆盖更广泛的困难群
体，截至目前全省城乡低保对象共计 179.5 万人；解决

“孩子放学早、家长接不了”难题，全省所有设区市共
7900余所小学提供了免费校内课后服务，267万小学生
报名参加……更多的惠民政策密集出台，更多的民生
改革加速发力，更多的普通百姓分享到发展成果，河北
民生改善成色更足。

2020年河北十大新闻
【阅读提示】

众志成城 风雨无惧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下一个五年
计划的谋划之年。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胸怀“两个大局”，立足五年，着眼百年，作为京
畿大省的河北，描绘出一幅鼓舞人心的发展新图景。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12 月 25 日至 26 日，中
国共产党河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分别在石家庄召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河北省
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河北
省第九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省委九届
十二次全会全面总结2020年全省经济工作，分析经
济工作面临的形势，部署 2021 年全省经济工作任
务，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
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高度评价“十三五”时期河
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会指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新局面：“三件大事”强力协同推进、三大攻坚战有力
有效、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扎
实推进、保障改善民生力度空前、创新社会治理扎实
推进。2020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经受住了新冠疫情冲击，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十四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
什么？

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
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
水平，社会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新的一年，我省要抓好哪些重点工作？

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提出：着力办好“三件大
事”，着力围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着
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着力全面推进改革
开放，着力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着力强化反垄
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着力解决好城市住房突出
问题和保障改善民生，着力落实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的重大决策，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发展的力量一直在
积蓄。

2020 年 9 月 7 日，河钢唐钢新区在乐亭经
济开发区投产。2020 年 10 月 29 日，河钢石钢
新区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正式投产。

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河
钢集团加快布局调整、产业升级步伐，利用
退城搬迁的机会，用新技术推动新制造，加
快产品提档升级，更好地迎接个性化、定制
化钢铁时代的到来。

随着新设备、新工艺的投用，河钢唐
钢新区热轧产品高端品种钢比例将达
87%，冷轧产品高端品种钢比例达 76%。
河钢石钢新区可生产特钢产品规格提升
至直径5毫米至260毫米，后部处理能力
较老厂区扩大3倍。

河钢集团这两个退城搬迁项目的
相继投产，意味着我省钢铁产业取得
布局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突破。在这
些重点项目的引领带动下，未来几年
我省钢铁产业布局将不断优化，装备
水平和产品档次进一步提高。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不仅使传统钢铁产业向新而行，
新经济形态也在不断涌现。

2020年4月19日，省政府印发
《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
2025 年）》，明确我省发展数字经
济的指导思想和实施路径，提出
了发展目标和主要预期指标。

乘势而上 勇开新局

规划力求将河北数字经济发展摆在全国、全球的
大格局下研究布局，系统地提出河北数字经济发展的
总体要求、区域布局和主要任务。

根据规划，河北的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清晰明确：
到2022年，大数据创新应用体系基本形成，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
显著提升，信息化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建成一批包
容性强、适应性广、政策环境优的数字场景应用市场，
基本形成以大数据产业、制造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
化、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电子信
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000亿元。

到 2025年，全省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及信息产业支
撑能力显著增强，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00亿元，产业数字化进入全面扩张期，两化融合指数

达到 94，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
展，基本建成全国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新兴区、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示范区、服务业融合发展先行区。

河北将推动社会各领域数据资源的采集、汇聚、整
合、存储和利用，开启数据驱动发展的新模式；注重把
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推动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突
出钢铁、石化、汽车等传统产业以及农业农村的数字化
转型，提出打造数字雄安、数字冬奥、新型智慧城市等
典型应用场景。

在统筹部署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社会治理
数字化等各方面任务的同时，着力构建数据资源体系、
产业创新体系，提出实施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智慧交通等二十个专项行动。

2020年的年终岁尾，一批工程相继投运。
2020年12月21日，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在张

家口市崇礼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开幕，“雪如意”建成
后首次向世人展现全貌，标志着我省冬奥会场馆建设
取得重要成果；

2020年12月22日，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
全线通车运营；

2020 年 12 月 27 日，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轨道上的京津冀”再添新干线。

……
一年多来，河北牢记总书记嘱托，举全省之力办好

“三件大事”，扎实推进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实施
迈出新步伐。

2020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六周年，也是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之年。

2020 年 12 月 22 日，津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这是首个连接天津、石家庄的直达通道，两地高速公路
通行时间由过去4小时缩短至3小时。

津石高速公路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的京沪高速公
路联络线，是连接天津、雄安新区和石家庄的重要联络
通道，自东向西贯通京沪、京台、大广、保沧、曲港、京港
澳、新元等多条高速公路。它的通车，改变了以往津石
两地通行需绕行保定或沧州的历史。

融入协同大局，谱写发展新篇，轨道上的京津冀越
跑越快。

2020年12月27日上午，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
运营。作为支撑北京新两翼展翅高飞的“动脉线”、雄
安新区实施千年大计的“起跑线”，京雄城际铁路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未来，雄安站将成为京港（台）高速铁路、京雄城
际铁路、天津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雄安新区至忻州
高速铁路的交汇枢纽。

建设京雄城际铁路，对于加强北京与雄安新区
之间的交通联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具有重大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2019年1月16日到
雄安新区考察调研时，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
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京
冀两地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紧密配合、协
同作战，广大建设者团结拼搏、攻坚克难，推动京雄

城际铁路如期全线开通运营，雄安新区至北京及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旅行更加快捷便利。

2020年，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的

雄安新区，坚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更
加突出抓好中央重点任务、重大项目、重要政策贯彻落
实，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发展。

在雄安容东片区项目现场，十余万建设者奋战在
一线，全力确保安置房等工程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阶段
建设任务。规划面积1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千座塔
吊高耸，100多个开工项目都在紧张有序推进，270多个
工地灯火通明，昼夜不眠。建设者们把“雄安质量”落实
到建设发展的每一个工程、每一道环节和全过程，努力
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廉洁工程，确保每个工程项
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2020年12月21日，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在被
称作“雪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开幕。作为北京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标志性场馆，这是“雪如意”建成后
首次正式亮相。

2020 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转入测试就绪阶
段。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精彩、非凡、卓越目标，坚持“四个办奥”理念，全
力克服疫情影响，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努力做到冬奥
筹办工作不断、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各项工作均取得
积极成效。

目前，云顶滑雪公园 6条赛道全部完成，并举行了
自由式和单板滑雪 U 型池世界杯赛。古杨树场馆群的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均已达到测试活动要求。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
合会专家对 4 个竞赛场馆现场考察认证后，对场地设
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着眼冬奥会赛时需求，不断
细化安保、交通、住宿、餐饮、医疗、志愿者等领域筹办
工作，赛会服务各项工作均严格按时间节点有序
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借筹办北京冬奥会的东
风，把我们的冰雪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我省不断推动
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2020年，我省大力推进冰雪场馆
建设，实现了市县两级室内公共滑冰场馆全覆盖，滑冰
场馆总量位居全国首位。在成功举办首届冰雪运动会
的基础上，全省继续通过分层办赛、逐级推进，举办第
二届冰雪运动会。各地、大中小学校积极行动，创新形
式，广泛吸引群众参与，燕赵大地冰雪热进一步升腾，
全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增加到1870万。

冰雪运动热带旺了市场需求。目前，我省冰雪装备
产业初具规模，全产业链初步建成，产业集聚效应初
现，发展势头良好。

“三件大事”强力推进

2020年 2月 29日，省政府发出通知，经省扶
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批准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等 13个县和涿鹿县赵家蓬区退出贫困
县。这标志着河北省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区
域性整体贫困，7500万燕赵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的
新生活。

这一刻，注定被写进河北脱贫攻坚的不凡历程。
河北是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比较重的省份之一，原

有贫困县 62 个、贫困人口 499 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
在燕山—太行山山区、黑龙港流域等地。贫困地区自
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匮乏。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2012 年岁末，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外出考察，就来
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
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没有农村的小康，特
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不负总书记的重托，河北省委、省政府带领燕赵
儿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深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科技扶贫、教
育扶贫、健康扶贫和易地搬迁扶贫，率先建立五级书

记抓扶贫、县（市、区）委书记脱贫攻
坚“擂台赛”、长效脱贫防贫等机制，
举全省之力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

2019 年，全省减贫 36.6 万人，剩
余1448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等13
个县和涿鹿县赵家蓬区的综合贫困
发生率全部达到2%以下，均达到了贫
困县退出标准。目前，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脱贫攻坚战
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疫情防控，
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到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化为一件件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托举起燕赵百姓“稳稳的
幸福”。

“11月1日起全省提前供热。”2020年10月30日，
一条消息刷屏朋友圈。

寒潮尚未上路，河北多地已宣布提前启动供热运
行的消息。

2020年10月30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 2020-2021年度采暖季
城市供热保障工作。根据气象情况研判，全省提前启
动供热。除张家口、承德市已供热地区按原规定以外，
其他尚未供热地区全部于11月1日起供热。

根据天气变化在全省范围内提前供热，这在河北
并不是第一次。

从 2018 年的提前一周、多地陆续提前供热，到
2020 年的提前近半月、全省范围全部提前供热，三年
来“河北温暖”每次都跑在寒流前面。

时间标注出长度，也释放着温度。
为把这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好事办好，各地各

部门和各级供热主管部门严格落实提前供热要求，全
力做好供热保障，确保供热效果和安全。

——热源厂备足燃煤，并根据煤炭消耗、运输条
件和天气变化情况持续补进，始终保持7至15天的燃
煤消耗储备。

——供热企业加强供热设施巡检巡查，及时发现
并解决热源、热网、换热站等供热基础设施存在的安
全隐患，防止出现大范围供热不达标及停暖事故。

——各地充分用好供热监管信息平台，排查供热
末梢管网压力状况，及时掌握居民小区室温情况，确
保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和居民家中温度不低于法定规
定温度。

提前供暖一直是广大群众的一项“急难愁盼”问
题。河北坚持三年的提前供热，暖了千家万户，也暖了
千万人心，“河北暖冬”成为广大群众真心点赞的民心
工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进入“十四五”，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然而，人

民至上的“河北温暖”，底色依然。

“河北温暖”底色依然

河北连续三年提前供暖
力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2020年 10月 30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发出通知，全省提前启动供热。除张家口、承德
市已供热地区按规定以外，其他尚未供热地区全部
于 11月 1日起供热。从 2018年的提前一周供热开
始，三年来“河北温暖”每次都跑在寒流前面。

河北发布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
明确未来5年发展目标实施路径

2020年4月1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北省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明确我省发展数字经
济的指导思想和实施路径，提出了发展目标和主要预期
指标。

河钢唐钢、河钢石钢搬迁改造优化布局
河北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取得关键突破

2020 年 9 月 7 日，河钢唐钢新区在乐亭经济开发区投
产。10 月 29 日，河钢石钢新区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正式投
产。这两个项目的相继投产，意味着我省钢铁产业取得布局
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突破。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2020年11月7日至8日，中国
共产党河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十一次
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宇光摄
②2020年5月17日，在廊坊京津

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在做
2020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
会（网上）开幕式直播的准备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③2020年 11月 1日上午9时，石

家庄市供热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
在实时监测全市供热情况。当日零时，
石家庄市正式供热。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④2020年3月2日上午，2020年

廊坊市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主会场
活动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行。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向 贾珺摄
⑤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三创

四建”活动，推动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
发展落地见效。图为2020年 5月 22
日的石家庄市西环公园。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⑥2020年 12月 21日，河北省第

二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式在位于张家口
市崇礼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举行。这是“雪如意”点亮效果（无人
机照片，2020年12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⑩⑩

⑦图为河钢唐钢新区一角。
河钢供图

⑧2020年9月2日，航拍德胜村
一角。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⑨2020年 12月22日拍摄的津
石高速公路任丘东服务区。当日，津

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⑩2020年 12月27日清晨拍摄的雄安站外景。
当日，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雄安站正式启用。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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