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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2021年12月12日中
午，阳光明媚。元氏县谦益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
黄保良，来到西红柿温室大棚查看西红柿长势，看
到温室内 LED 屏显示温度和湿度有些高，他马上
走到智能控制柜前，按下按钮，自动防风设施即刻
启动，不到十分钟温度恢复到适宜作物生长的正
常状态。

“有了物联网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好。”黄保良介
绍，原来他的设施西红柿生产管理都是靠经验，肥水
用得多；草帘、棉被、风口都是人工卷，劳动强度大、
效率低。自从安装了物联网系统，不仅劳动强度大
大降低，效率提高，还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西红
柿品质也有所提升。

过去，靠经验、人工劳作；如今，依据精准数据
进行智慧作业。这一变化和京冀联合研发的设施
蔬菜生态环境智能调优控制技术及装备密不
可分。

石家庄市农科院院长田国英介绍，石家庄是设
施蔬菜生产大市，以前设施蔬菜生产过程中，温室大
棚内的光热湿度等环境控制靠经验，一些信息化技
术难题亟待解决，生产监测数据无法保证连续、完
整，设施蔬菜温室环境缺乏指标间协调和综合时序
调控机制，缺乏全流程、一体化设施蔬菜生产智能管
控平台。

针对上述技术难题，为加快农业信息化技术研
究与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近年来，石家庄市农
科院抢抓全国数字农业产业发展机遇，依托自身开
展农业信息化技术研究成果，积极与北京市农科院
农业信息研究中心合作，联合申报实施了《设施蔬菜
生态环境智能调优控制技术及装备》项目，重点开展
设施蔬菜环境调优模型研究。

经过双方科研人员不懈努力，该项目重点突破
了信号增强传输与绕射组网、精准配给动态决策和
综合联动时序调控、国产软件精准服务平台等4项
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4类产品，构建了设施蔬菜环
境智能调优控制技术体系，在设施温室环境智能监
测、调控、决策与精准服务相关理论和关键技术上取
得了突破，项目成果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推技术、
河北省农业主推技术。

目前，该技术成果已在石家庄、保定、邯郸、廊坊等7市24个设施蔬菜生产
县累计推广36.77万亩，新增经济效益44801.52万元，节约水资源648.62万立
方米，用工节支34191.69万元，农药节支2094.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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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1月8日，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新年论坛（2022）
在北京大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论坛上，《京津冀协同发展
报告2022》和《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2021）》相继发布。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2》是
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系列报告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非首都功能疏解、
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交通
网络建设等方面评价了京津冀协同
发展与治理的成效，分析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谋划京
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1）》

是动态监测和评价京津冀协同创新
发展状况的指数体系，测度结果显
示：2013 年-2019 年，京津冀区域协
同创新指数增长迅速，协同创新水平
显著提高。其中北京的协同创新指
数保持高速增长，是三地中增长最多
的；天津的协同创新指数稳步增长，
从2013年的440.48增长到2019年的
506.86，增长了15%；河北的协同创新
水平取得明显进步，协同创新指数从
100增长到295.40，增长了195%。

论坛上，来自京津冀高校、科研
院所及政府机构的十几位专家学
者，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京津冀协
同发展等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
见解。

2013年-2019年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增长迅速
河北协同创新指数从100增长到295.40，

增长了195%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讯
员龙涛、代姝菡）近日从保定文发集
团了解到，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
博物馆项目加快推进，整体工程将于
上半年完成结构封顶，预计8月份竣
工、10月份开门迎客。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位于保定市东三环以东、东风路以
南、黄花沟以西，是河北省2021年重
点建设项目，也是保定市全面贯彻落
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精
心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品
质生活之城的重大举措。项目建成
后与关汉卿大剧院、保定市博物馆、
保定市美术馆、保定市群艺馆遥相呼
应，共同组成环东湖文化设施建筑
群落。

2020 年 7 月 30 日，保定市委书
记党晓龙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邓涛
举行会谈时，共同提议建设一座融合
世界风格、中国特色、保定元素的国
家级大型自然科学博物馆。2020年
9月18日，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签订战略协
议。2021 年 4 月 12 日，该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

项目旨在打造具有国际水准、
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超链接国家
级大型自然科学博物馆，建设集收
藏展示、科普科研、休闲旅游、文化
传承于一体，具有全开放、多元化、
超 共 享 特 征 的 新 型 自 然 科 学 博
物馆。

中国科学院与保定市携手打造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
将于今年上半年封顶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巍）2021年
12月29日，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
院、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发布“中
关村指数 2021”。记者从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2020年底，中关村示范区
企业累计在津冀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9000余家。

近年来，中关村示范区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在生物医药、大数
据、汽车制造、机器人等领域，持续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企业利用云
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助力津

冀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同时，强化与北京之外的
省市协同联动，通过技术辐射、园区
共建等方式，加强与这些省市的创新
合作与产业对接。截至 2020 年底，
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76个
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园区
27个。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中关
村创新发展研究院已连续14年开展
中关村指数研究，此次是第十年向社
会发布中关村指数报告。

“中关村指数2021”发布，截至2020年底——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在津冀
设立分支机构9000余家

区域经济总体平稳，生产
需求稳步恢复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2021年前三季
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0 万亿
元。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3.0万
亿元、1.1万亿元和2.9万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 10.7%、8.6%和
7.7%，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分别
增长5.3%、4.2%和4.6%。北京、天津两年
平均增速较2021年上半年分别加快0.5
个和0.7个百分点，河北与2021年上半年
持平，经济保持恢复势头。

生产需求稳步恢复。工业生产增势
较好。2021年前三季度，北京工业生产
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38.7%，两年平均增长 17.7%，比
2021年上半年提高1.0个百分点，疫苗生
产带动作用突出。天津同比增长10.6%，
两年平均增长5.2%，与2021年上半年持
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快
于全市工业 3.2 个百分点。河北同比增
长5.1%，两年平均增长3.9%，信息智能、
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产业两年平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

服务业运行总体稳定。2021年前三
季度，京津冀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7.4%、8.7%和10.5%，两年平均分别增
长 3.7%、4.3%和 5.7%，比 2021 年上半年
分别提高 0.4 个、1.0 个和 0.4 个百分点，
对总体经济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生产性
服务业持续恢复，三地金融业和批发零
售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均比2021年上
半年有不同程度提高。北京信息服务业
保持较快增长，两年平均增长12.6%。天
津高质量推进世界一流绿色指挥枢纽港
口建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两年平均增长2.7%，比2021年上半年加
快0.5个百分点，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河北服务业结构继续优
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两年平均增长15.2%，高于服务业平
均水平9.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2021年前
三季度，北京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7.9%，两年平均增长 4.8%，比
2021年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制造业
投资两年平均增速超过8成。天津投资
同比增长 5.2%，两年平均增长 3.3%，比
2021年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高技术
产 业 投 资 持 续 发 力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28.8%。河北投资同比增长0.4%，两年平
均增长 1.0%，比 2021 年上半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拉动作用显著，
两年平均增长6.2%。

消费市场逐步恢复。2021年前三季
度，三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
增长14.0%、7.8%和9.7%。升级类商品消
费增长较快，京冀两地通讯器材类和文
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20%，天津金银珠宝类和化妆品类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57.5%和27.6%。

新经济逐步壮大，高质量
发展动能增强

新产业增势良好。2021 年前三季
度，北京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1.1%和19.1%（按
现 价 计 算），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2.8% 和
11.5%；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和集成电
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67.1%、24.7%和
27.8%。天津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分别为 15.6%和 26.3%，均高于上年同
期，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
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1 倍、96.8%和
70.0%。河北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
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
别增长13.4%和11.4%，增速快于工业平
均水平，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和太
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1 倍、
52.6%和70.8%。

新消费持续升温。2021 年前三季
度，北京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
饮业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 33.8%，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部
分新零售企业通过成立仓储式会员店、
邻里中心等新业态，带动零售额大幅增
长。天津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
售额两年平均增长 10.8%,电商促销、直
播带货等新模式带动快递业务量同比
增 长 43.2% 。 河 北 实 现 网 上 零 售 额
2240.3 亿元，同比增长 28.0%，其中，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015.2 亿元，同比增
长24.4%。

新主体呈现高端化特点。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北
京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长40.5%，其中科技
型企业占比接近4成。天津新增市场主
体20.8万户，同比增长8.4%，其中，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同比增

长22.7%。河北2021年三季度末高技术
制造业法人单位 8.2 万个，同比增长
9.6%，高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26.2万个，
同比增长16.8%，合计占全省法人单位的
比重超过两成。

产业协作稳步推进，创新
联系日益紧密

京津冀跨区域产业协作稳步推进，
要素流动持续增强，创新联系日益紧
密。2021年前三季度，北京输出津冀技
术合同3593项，成交额228.7亿元，同比
增 长 52.4% 。 天 津 吸 引 京 冀 投 资 额
1150.6 亿元，占全部引进内资的比重超
过4成，引进北京地区投资项目705个，
到位资金同比增长22.7%。京津中关村
科技城紧密推进与北京中关村示范区的
合作、融合发展，目前累计注册企业500
余家，从北京转移的项目占比近7成。河
北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236个，其中，
法 人 单 位 2687 个 ，产 业 活 动 单 位
1549个。

重点区域建设推进增潜力。2021年
前三季度，北京城市副中心 155 平方公
里完成投资占通州区投资的比重超过7
成，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工
程主体结构全面完成。天津滨海新区承
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 965 个，协议投
资额 2142.4 亿元。154 家央企新设企业
完成注册，注册资金 594 亿元，其中二、
三级总部 45 家，注册资金 343.2 亿元。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持续推进，域内完成
投资同比增长 37.5%，继续保持全省领
先位置。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快线、雄安新区新北堤防洪治理工程（一
期）、雄安站枢纽片区市政道路（一期）等
项目加快实施。启动区承接非首都功能
疏解服务中心项目完工，进入装修收尾
阶段。

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能增强
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万亿元

河北日报记者 方素菊

1月5日，在教育部“校园冰雪运动
特色校”邢台市隆尧县尧山中学VR冰
雪教室，学生正体验VR滑雪、滑冰。

为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邢
台市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
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组
建了河北盛世博业科技有限公司，将
虚拟现实技术与冰雪运动项目深度
融合，自主研发了一系列不受季节、
场地与环境因素制约的VR冰雪模拟
器系列产品，帮助体验者熟悉滑雪、
滑冰动作，为直接上冰雪奠定基础；
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联合开发的 VR 冰雪教室，实现了一
对多 VR 冰雪运动授课，更有效地推
广普及冰雪知识和技术。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京冀协同：
VR技术助力

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

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

三季度，京津冀三地持续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纵深推进协同联动，总体

经济稳定恢复，高质量发展

动能增强。

牢记嘱托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市魅力承德”

（上接第一版）聚力高质量发展”大培训
大比拼和“学讲话、担使命、聚合力、做
贡献”主题实践两项活动，推动各项工
作对标对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以实
际行动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比
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们积极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在全省率先开展林
业碳汇试点，实现了两批降碳产品交易
2000 余万元。比如在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上，我们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
区日间照料服务站 198 个，其中精品服
务机构 90 个，这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
列。截至目前，我们已邀请 20 多个国
家部委、40 多个省直厅局和 60 多家央
企京企来我市调研对接，目前已落实到
位资金 104 亿元，支持事项 198 个，为承
德未来发展积蓄了强大动能。

记者：省第十次党代会擘画了“六个
现代化河北”奋斗目标，提出“两翼、两
区、三群、六带”的发展布局，承德如何立
足自身定位，在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新征程中作出承德贡献？

柴宝良：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着眼
长远、面向未来，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强省、美丽河北，鲜明提出“六个现
代化河北”的奋斗目标，明确打造“两
翼、两区、三群、六带”的发展布局，创新
制定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抓住了河
北未来发展的关键和要害。

从承德来看，“两翼”，承德身在
其中；“两区”，承德是主战场；以首都
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承德是重要
节点城市；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太
行山—燕山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带，
承德是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省党代
会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张家口、承德高
标准建设首都“两区”，让我们非常振
奋和鼓舞。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建设“六
个现代化河北”奋斗目标，立足承德“三
区两城”发展定位，充分发挥生态、文
化、区位和潜在优势，坚持以塞罕坝精
神为引领推进高品质生态建设，持续加
强生态保护修复，今年再营林造林 100
万亩以上；坚持以协同发展带动国际生
态旅游城市建设，突出承接非首都功能
疏解，力争与京津开展对接洽谈活动
100 场次以上，落地合作项目 30 个以
上；坚持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稳”住
基本盘、“进”出新气象，大力实施重点
项目“5256”工程，全年争列省重点 50
个以上，安排市重点 200 个，推动超 10
亿元项目 50 个左右，谋划储备超亿元
项目 600 个以上，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成效服务全省大局，以一域之光为河北
添彩。

记者：河北生态环境建设，事关民生
福祉，关系首都生态安全。承德作为“两

区”建设主战场，既肩负着保护好绿水青
山的政治责任，又肩负着把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的发展责任。您认为承德未
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有哪些重点举措？

柴宝良：承德市委市政府深刻认识
到，良好的生态是承德最大的优势、最
大的价值，是承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向绿色要发
展、向生态要效益，创新实行主导产业
链“链长制”，以氢能利用为重点，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延链补链强链
为突破，改造提升钒钛新材料等传统优
势产业；以精准旅游为方向，推动文化
旅游康养体育融合发展；以数字经济为
引领，抢滩布局未来产业，力争在“有中
生新、无中生有”上实现更大作为。

特别是我们把清洁能源作为“碳达
峰、碳中和”背景下率先突破的产业，加
快实施新获批的 1100 万千瓦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争列 4 个国家风光电大基
地，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集群，谋划
建设从东北—承德—北京、山西大同—
承德—天津的绿电输送大通道，将承德
打造成为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的“绿
电”能源码头和新型能源示范城市，力
争到 2024 年全市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达
到2000万千瓦以上。

记者：2021年4月，您到承德工作以

来，多次举行重点项目观摩，并逐一调研
推动各县区项目建设、产业升级，承德经
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2022
年，承德如何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柴宝良：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 ，是 实 施“ 十 四 五 ”规 划 的 关 键 一
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切实
把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转化
为“施工图”“任务书”，坚定信心、铆足
干劲、拼搏进取，按下高质量发展的

“加速键”，开启“生态强市、魅力承德”
的新篇章。

在工作中将做到“四个更加注重”：
一是更加注重稳字当头，实现稳中求
进。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全面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努力在重点工作、
重点领域、重点环节上取得突破。二是
更加注重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把
投资和项目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
持点线面结合，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
招商、全员招商，形成抓投资、上项目、
促发展的浓厚氛围。三是更加注重园
区发展，创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各类
开发区的能级和综合实力，特别要增强
服务意识，精准高效为企业解决问题，
打造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环
境最优的营商环境。四是更加注重安
全稳定，切实防范风险。加强安全风险
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抓细抓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