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安如何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一则喜讯带来的冰雪话题

两会现场

两会独家

□河北日报记者 郭 东

数字河北，网络强省，落实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做大数字经济……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无论是未来五年
的重点任务还是2021年的主要工作，
有关数字经济的表述多次出现，尤其
是在谈到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时，更是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

数字经济，成为今年全省两会的
热词之一。

如何创新发展？如何先行先试？
这样的重任对雄安新区建设意味着
什么？两会间隙，记者走访了保定代
表团的多位代表，希望就此找寻独家
答案。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推
动雄安新区迈入数字经济新蓝海，既
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换道超车、跨
越发展的必然选择。”省人大代表，雄
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雄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田
金昌开宗明义，雄安新区作为“未来

之城”，在规划之初就明确了要打造
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字
城市。

已公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纲要》对“同步建设数字城市”的要
求是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智能
基础设施，推动全域智能化应用服
务实时可控，建立健全大数据资产
管理体系。

田金昌代表表示，发展数字经
济，雄安新区必须要做到两个“强
化”。

首先要强化产业和项目“生命
线”理念，重点在“互联网+软件信息+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前沿生命科
学、数字医疗健康等符合定位、前景
广阔的产业上下功夫，迅速形成产业
集聚、产业生态、产业形象。

其次要强化创新链，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全力确保国家实验
室等创新平台落户新区，加快推动
启动区互联网产业园、中关村科技
园、金融岛等平台建设，积极引入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校、科研院所，
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互联网企业、

金融科技企业等落户发展，将雄安
新区打造成具有一流创新生态的国
际城市。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
向。”在省人大代表、保定市市长郭建
英看来，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加快建设创新型河北、数字河
北”“做大数字经济”的任务目标，为
雄安新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
强有力的遵循和支撑，“雄安新区不
可能孤立发展，它与保定乃至全省的
发展息息相关。”

郭建英代表透露，推动京雄保产
业联动一体化是保定市的重要发展
目标，“我们明确提出了‘医’‘车’

‘电’‘数’‘游’五大产业主攻方向。”
据了解，“数”就是围绕北京建设

国家数据交易所，大力发展数据采
集、加工、清洗、标识、评估等前端数
据服务和专业数据融合分析服务产
业。

目前，保定市徐水百度云计算中
心已经投入使用，定兴百度、涿州阿
里云计算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和以保
定深圳园为依托的数字园区、信息电
子制造园区正加快建设。

下一步，保定市将进一步聚焦报
告中提出的雄安新区“打造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加快新一代数字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郭建英代表说：

“要努力为雄安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贡献保定力量。”

“ 数 字 经 济 呼 唤 更 多‘ 数 字 工
匠’。”省人大代表、河北坤保养殖
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宝莲认为，雄安
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发展数字经济，必须汇聚各方智慧
力量。

国宝莲代表口中的“汇聚智慧力
量”，既包括千方百计引进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引进聚焦世界科技前
沿、高端产业等领域具有全球视野和
国际水平的领军人物等硬措施，也包
括逐人定策，提供专项服务等软措
施。“这样才能实现引进一个人、带来
一群人、完善一链条、壮大一产业、引
领大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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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好的。收到。希望你们继续努
力，争取获得更好成绩。”2 月 21 日
11时，参加完小组会议，刚要走出会
场的省人大代表孙永青接到一个电
话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孙永青代表是张家口市宣化第
二中学校长。2015年，张家口市青少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在宣化第
二中学挂牌成立，担负起培养专业
冰雪运动员重任，他也成为张家口
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校
长。自此，不管在家还是外出，冰雪
运动是他时刻关注的内容。

“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了吧？”熟
知他情况的省人大代表、中煤张家
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机电设备
分厂液压油缸工段工段长祁峰关切

地问道。
“是啊。这几天，北京冬奥会测

试赛在崇礼举行。这个比赛是为了
进一步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举办的。
我们学校4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希望他
们能够熟悉场地，发挥出最好水平，
并有所突破。”孙永青代表说。

“咱们学校实力很强，不用担
心。”祁峰代表说。

“从近年的比赛成绩来看，运动
员们的状态还可以，不过每次比赛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新的考验，不
能有丝毫大意。”孙永青代表说，学

校已经组建了高山滑雪、越野滑雪、
单板U型场地、单板平行大回转、坡
面障碍技巧及大跳台等多支专业队
伍。29人进入河北省滑雪队，31人入
选国家集训队。

“不只是专业运动员越来越多，
身边很多人都喜欢上了冰雪运动。
连我儿子都嚷嚷着要去滑雪呢。”听
到他们的对话，省人大代表、张家口
国宾东升大酒店有限公司餐饮部经
理孙桂芳禁不住插话。“政府工作报
告提到，2020年，咱们省参与冰雪运
动人次同比增长22%。张家口获批国
家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全省第二届

冰雪运动会成功举办，这些都让人
们更熟悉冰雪运动。”

“是啊，今年我省还将开展‘健
康河北·欢乐冰雪’系列活动，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
孙永青代表说。

“到时候，相信会有更多人到张
家口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祁峰代
表说。

一次约在春暖花开的邀请
□河北日报记者 解楚楚 薛惠娟

“刘书记，听了您的发言我深受
启发，想邀请您会后到我们安平去
讲讲。”

2 月 21 日将近 12 时，衡水代表
团的分组审议刚一结束，省人大代
表、安平县安平镇杨屯村党支部书
记刘影就找到刘师伟代表，迫不及
待地向她发出了邀约。

身为桃城区中华大街街道裕丰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师

伟代表在发言中介绍了所在社区实
现老旧小区物业全覆盖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方面的做法，让刘
影代表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们想
学学你们的好经验，补上我们农村
社会治理的短板。”

“好啊，等省两会结束后，我一
定去您那儿看看。”刘师伟代表爽快
答应了。

“我们那里也有不少社区没物
业，到时候您也帮着分析分析情况，
支支招。”

两名刘书记都来自基层一线，
直接服务群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的“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等内容，让他们深
感责任重大。

小社区，大民生。针对老旧小区
户数少、居民收入水平低、难以接受
高物业费的现状，刘师伟代表在所
在社区试行了区域连片式物业管理
模式。即用大小区的物业托管小小
区的物业，就近几个小区连片管理，
客服主管、电工、维修工、消杀员、保

洁员全部由物业公司统一调配，不
仅降低了物业成本，还不减物业服
务质量。去年社区内6个无人管理的
小区全部成立了自治小组和业委
会，并成功引进了物业公司，率先在
桃城区实现了物业管理全覆盖。

“老旧小区有了物业，过去随处
乱放的大葱白菜旧家具看不见了，文
明城市创建省力了，就连今年的疫情
防控工作也好干了。”刘师伟代表说起
了变化，“环境好了，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高了，对基层党组织就更信任了。”

说着聊着，两名刘书记收拾好
文件袋，走出会议室。

“会上议程紧张，不能细谈。等
到春暖花开，欢迎您到安平。”

“没问题，咱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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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同志简历

严鹏程同志简历
严鹏程，男，汉族，1972年12月生，四川

仪陇人，1995年6月入党，1997年8月参加
工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
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990.09-1994.09 兰州大学经济系国

民经济管理学专业学习
1994.09-1997.08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08-1998.04 人民日报社总编

室校检组干部
1998.04-2001.12 人民日报社市场

报编辑
2001.12-2004.09 人民日报社市场

报总编室副主任
2004.09-2006.08 人民日报社市场报总编室主任（其间：2006.02-

2006.08借调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
〈国务院总值班室〉帮助工作）

2006.08-2007.0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
室）四处干部

2007.01-2008.07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
室）四处调研员、副处长

2008.07-2009.12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
室）四处处长

2009.12-2010.09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
室）副巡视员、四处处长

2010.09-2015.09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
室）副巡视员

2015.09-2015.1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
室）巡视员

2015.11-2016.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巡视员
2016.12-2017.0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7.03-2018.0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委新闻发言人

（其间：2017.09-2018.01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学习）

2018.09-2021.0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兼委新闻发
言人

2021.02- 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黄明耀，男，汉族，1965年7月生，重庆
人，1985 年 4 月入党，1986 年 7 月参加工
作，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毕业，在
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一级高级
法官。

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
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

1982.09-1986.07 西南政法学院法
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86.07-1989.06 四川省重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书记员

1989.06-1994.07 四川省重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其间：1991.09-
1994.05 西南政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学习，
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4.07-1997.07 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其间：1995.01-
1997.03挂职任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1997.07-1997.09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1997.09-2001.09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2001.09-2003.06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其间：2002.07-2003.06挂职任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2003.06-2006.09 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1999.09-2004.02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学习，
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6.09-2008.01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2008.01-2011.1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2011.12-2016.1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正厅局长级）
2016.11-2021.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其间：

2019.03-2019.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21.01-2021.0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
2021.02-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

黄明耀同志简历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已由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于2021年2月2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2021年2月22日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公告

第二号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公告

第三号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公告

第四号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公告

第五号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公告

（第六号）

张国华，男，汉族，1964 年 11 月生，江
苏苏州人，1985年6月入党，1987年8月参
加工作，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专业毕
业，大学学历。

现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
员，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1983.09-1985.09 苏州师范专科学
校生化科生物专业学习

1985.09-1987.08 南京师范大学生
物系生物专业学习

1987.08-1989.09 苏州师范专科学
校生化系见习教员、助教

1989.09-1991.10 共青团江苏省苏
州市委青工部干部

1991.10-1992.06 江苏省苏州市青年
联合会副秘书长（副科级）

1992.06-1993.12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机关事业管理部副部长、青工
部副部长（1992.05-1993.05挂职任江苏省吴江市八坼
镇党委书记助理）

1993.12-1995.08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青工部部长
1995.08-1996.04 江苏省苏州市物资局体改办负责人（正科级）
1996.04-1998.03 江苏省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03-2002.12 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5.09-1998.05苏州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2.12-2005.12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其间：2004.07-
2004.09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研究班赴德国
培训）

2005.12-2006.06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

2006.06-2011.04 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11.04-2012.01 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2.01-2016.01 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1-2017.02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
2017.02-2018.01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01-2020.04 云南省副省长
2020.04-2020.06 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省长
2020.06-2020.12 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2020.12-2021.02 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成员，雄安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
2021.02- 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雄安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选
举张国华、严鹏程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现予公告。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选
举黄明耀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选
举回建（回族）、邵二玲（女）、耿树伟（女）、韩占山（按姓氏笔画排序）为河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表
决通过刘书为为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力红（女）为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予公告。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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