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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近七年来，两地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张家口以京

张高铁为纽带快速融入首都“一小时交通圈”，坝

上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转化成绿电供应北京，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正释放冬奥品牌效应，实现

举办冬奥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同频共振。

一条高铁线：架起京张“连心桥”

2019年12月30日，连通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冬奥赛区的京张高铁正式通车。这是世界上

首条时速350公里智能高铁，开通以来已累计开

行近8万列，运送旅客超2739万人次。“异地如同

城”的生活概念，正逐步在北京和张家口之间变为

现实。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张家口车务段副站

长孟令强表示，高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

快速流动，成为点燃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张家口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017年3月，总部在北京的秦淮数据集团在

张家口市怀来县布局大数据产业基地。河北秦淮

数据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马国策说，集团沿京

张高铁进行产业布局，将由接壤北京的怀来县，向

高铁沿线的宣化区、崇礼区以及坝上地区挺进。

依托京张高铁等4条铁路和延崇高速等5条

高速公路，张家口全面融入北京“一小时交通圈”，

已累计承接京津项目234个，总投资2579亿元。

张家口市发改委副主任张作宇介绍，张家口

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体育文化旅游、冰雪、大

数据、可再生能源、现代制造、绿色农牧等六大绿

色产业去年占GDP比重接近50％。

得益于京津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北京101

中学、北医三院等一批教育、医疗合作项目落户张

家口，当地与京津教育合作项目达265项，与北京

62家医院开展合作项目64个。

“北京专家乘高铁到张家口坐诊，有效分流了

到京就诊病人，累计减少进京就诊患者超过30万

人次。”张家口市卫健委三级调研员赵水清说。

一条绿电网：筑起新能源“高速路”

张家口坝上草原，白色风车迎风转动，蓝色光伏板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将大自然慷慨馈赠的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绿电。波动性强

的绿电，是如何被“驯化”的呢？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安全高效地

将绿电输送到北京，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26个场馆已实现100％绿

色电能供应。通过这条电力“高速路”，张家口每年可输送140亿千

瓦时清洁电力。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预计，到2022年冬残奥会

结束时，冬奥会场馆预计消耗绿电约4亿千瓦时，可减少标煤燃烧

1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

2015年，张家口市成为我国唯一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目

前，张家口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2347万千瓦，较2015年增长约

1300万千瓦。

丰富的清洁能源，如何有效消纳？张家口在大容量储能、智能

化输送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位于张北县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

工程，有效破解了技术难题。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与张北巨人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共同

建设的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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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磊）2
月16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东峰在石家庄市调研检查。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

要求，围绕构建“两翼、两区、三群、六

带”发展布局，切实加大城市科学规划

建设和城市更新提升力度，加快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交通路网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

功能，也是提升城市活力的动脉。王

东峰来到石家庄市北二环东延与国道

307辅道连通工程建设现场，详细了解

工程进展情况。该工程计划于今年4

月底前完工，建成后将实现国道307

复线与市区北二环的快速连通。王东

峰指出，城市发展，交通先行。要结合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加快健全城市交

通路网体系，不断完善立交桥、高架

桥、快速路等市内交通设施，全力打通

瓶颈路、断头路，积极打造四通八达的

外围骨干路网、横纵交织的市政交通

路网。要严格施工规范，有效抑制扬

尘、噪音等污染，最大限度减小对市民

的影响。

走进正定，古城的文化遗存与生

机勃发的城市景象交映生辉。王东峰

登上正定古城东城墙，认真察看原新

元高速改造提升和正定古城墙保护情

况。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作，围绕城市改造提升，进一步完善

交通体系，打造城市快速通道和生态

廊道，拉开城市框架，推动中心城区与

周边组团协同发展。要始终坚持保护

优先，强化正定古城墙、古塔楼、古寺

观的保护。同时，加大正定高新区建

设力度，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创新

发展、高质量发展进程。

石家庄太平河城市片区地处滹沱

河与太平河交汇处，两河汇流，蓝绿交

织，是石家庄未来发展的一方宝地。

王东峰登高远眺，详细了解规划建设

进展和周边区域发展现状。王东峰指

出，河流因城市而出彩，城市因河流而

灵动。要充分利用滹沱河、太平河等

宝贵自然资源，大力实施拥河发展战

略，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城市。要认真学习借鉴上海、天

津等先进地区经验，精心设计沿河建

筑风貌，优化建筑造型和色调格调，严

格限制高度和容积率，推动形成错落

有致的城市天际线，营造清新明亮、简

约大气、生态宜居、充满活力的亮丽风

景线。

依托东垣古城遗址而建的遗址公

园，是石家庄市重要的城市更新项

目。王东峰详细了解遗址公园规划建

设情况。他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发

展的根脉，也是凝聚广大市民的无形

力量。要加强与文物部门的对接沟

通，按照文物保护规定对遗址进行勘

探、发掘和保护。要创新思路和举措，

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进一步提升规

划水平，依法依规调整土地性质和功

能，盘活周边土地资源，为城市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通过现代科技

手段，对拆迁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

建筑垃圾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切

实提升循环利用效率。

石家庄市新华区前太保村是省会

西北部较大的城中村，（下转第四版）

王东峰在石家庄市调研检查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李丽钧 烟成群 袁
立朋）“我们扎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三件大事的部署，积极推进《科技冬

奥 智慧崇礼行动计划》，设立科技冬

奥专项，投入资金1.5亿元，支持项目

100余项。目前，在科技冬奥办赛等方

面，河北自主研发的46项成果已经得

到落地应用。”2月16日，在2022北京

新闻中心举行的科技冬奥有关情况专

场新闻发布会上，省科技厅厅长龙奋

杰介绍。

龙奋杰说，智慧办奥是河北省科

技冬奥的一个重要目标，河北大力推动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

在支撑冬奥筹办方面，聚焦办赛、

观赛和赛事保障需求，云顶滑雪公园使

用的“室外雪上项目场地防风网技术”，

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雪联的高度

认可；在“雪如意”安装北斗微基站定位

系统，首次实现了室内亚米级精准定

位；复杂山地气象预报关键技术，精细

化程度达到“百米级、分钟级”。

在支撑冰雪产业方面，大力支持

压雪车、造雪机、冰鞋、冰刀等冰雪装备

和模拟滑雪滑冰设备研发，积极引导传

统企业转型，孵化培育科技型冰雪企

业，大力推进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建

设，积极构建冰雪企业发展新生态。

在引领可持续发展方面，解决了

氢燃料电池车低温快速启动难题，确

保张家口赛区氢能大巴车顺利完成交

通保障任务；创新场馆节水节能技术，

为水资源高效利用和降低能耗提供有

力支撑；研发赛区与周边地区生态环

境提升技术，丰富景观品种，保护生物

多样性。

打造智慧崇礼方面，集成现代信

息技术，推进资源共享，开展崇礼区智

慧交通、森林智慧防火、智慧旅游、智

慧政务建设，支撑构建乐享宜居、便捷

高效的国际冰雪小镇。

在场馆建设方面，赛区标志性场

馆“雪如意”应用的智慧照明系统，可完

美控制近10万个灯具和投影设备，满

足了赛事、开闭幕式、赛后等不同场景

对光环境的多元需求，可以说为“雪如

意”装上了“智慧大脑”；云顶滑雪场应

用了智慧运营管理系统，（下转第三版）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科技冬奥有关情况专场新闻发布会

河北自主研发的46项成果落地应用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尹翠莉）2
月16日，省长王正谱在张家口赛区检

查冬奥会医疗防疫、气象服务、通信保

障、食药品安全、垃圾处置、污水处理

等工作。

王正谱来到冬奥省医疗防疫分指

挥部崇礼工作区，视频连线云顶场馆

群、冬奥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

区、赛区医疗服务中心、无症状感染者

隔离点、赛区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的

医卫人员，检查涉冬奥人员健康服务、

医疗救治、核酸检测等情况，代表省

委、省政府向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和感谢。他指出，北京冬奥会赛程已

过半，张家口赛区疫情防控工作一直

在扎实推进。大家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冬奥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三个赛区一个标准”，落实

防疫手册要求，继续严格分级分类闭

环管理措施，统筹调配流调、消杀、隔

离、救治等力量，持续科学精准高效做

好冬奥疫情防控工作，为北京冬奥会

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在赛区气象中心，王正谱与云顶

场馆群、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气象保障

团队视频连线，检查赛事气象保障工

作，会商最新天气预报信息。他说，要

进一步发挥“百米级”业务预报技术和

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密切与场馆、竞赛

团队的沟通，在赛事组织安排、交通运

行等方面提供精细化预报服务，不负

这场冰雪之约、冬奥盛会。

冬奥会开赛以来，张家口赛区通

信网络性能指标优良、（下转第四版）

王正谱在张家口赛区检查工作

善 始 善 终 再 接 再 厉
持续高质量做好冬奥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郑佳洵）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获

悉，1月份，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双双上涨。

数据显示，2022年1月末，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 69198.1 亿元，同比增长 11.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68833.0亿元，同比增长11.6%，与上年末持平。1月份人民币贷款

增加1222.7亿元，同比多增121.0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30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6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44.2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937.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76.2亿

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36.2亿元。

截至2022年 1月末，河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91215.5亿元，同比增长9.7%。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90763.6

亿元，同比增长9.7%，较上年末高0.2个百分点。1月份人民币存款

增加2174.2亿元，同比多增324.3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2686.1

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263.9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70.4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93.0亿元。

1月份我省本外币
各项存贷款余额双双上涨

2月16日，求职者在新乐市招聘会现场寻找岗位。当日，

新乐市举办“春风行动”春季招聘会，5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招

聘，吸引求职者前来应聘。

新华社发（贾敏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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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二版

时隔时隔时隔161616年为中国队再摘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年为中国队再摘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年为中国队再摘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

中国队中国队第七金第七金！！
齐广璞夺冠齐广璞夺冠！！

22月月1616日日，，中国选手齐广璞完成动作后庆祝中国选手齐广璞完成动作后庆祝。。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22 月月 1616 日日，，中国选手齐中国选手齐

广璞在比赛中广璞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加大城市科学规划和高质量建设力度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