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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看河北

本报讯（通讯员李艳辉 施疑）近日，

京唐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轨道上的

京津冀再添新军。“铁路开通不仅拉近了

城市间的距离，更为产业协同提供了有

力支撑。为唐山实现‘首都经济圈重要

支点’提供全新引擎。”唐山市发改委协

同处处长李昆说，以此为契机，唐山正在

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实现加速跑，全力

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在京唐城际铁路途经的唐山西站附

近，规划占地30平方公里的京唐智慧港

高擎起巨型标语：“不是同城，胜似同

城”。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

进，地缘优势明显的京唐智慧港已吸引

了京津冀5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其中

50%以上为北京企业。寒冬中，此处却

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场面：塔吊林立，

机器轰鸣，一个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一座座“绿色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现

代化生产线迅速投产，一项项新兴产业

加速“生长”。

类似的建设场景在唐山触目可及。

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唐山共实施

亿元以上京津项目 370 个，总投资

2606.54 亿元，完成投资 601.04 亿元。

承接京津疏解转移项目个数、总投资和

完成投资额指标均居全省首位。

项目陆续引进，人才源源而来。唐

山市提出，到2025年全市人才总量突破

210 万，全市人才占从业人员比重达

35%等目标。据统计，2022年唐山引进

高校毕业生10.04万人，约是2021年的

4倍，其中引进博士研究生149人、较

2021年（89人）增加67%，引进硕士研

究生1844人、较2021年（1243人）增加

48.3%，为全市融入协同发展、实现高质

量发展汇聚了源头活水。

“产品性能良好，满分通过测试！”

1月8日，在河北微探科技有限公司光纤

主机测试线上，又一台感温火灾探测器

测试合格。“光纤可以敷设在电缆桥架

上，测量动力电缆的温度，也可以顶部吊

装，测量空间的温度。智能AI在线温度

监测平台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直观显

示，发现隐患可及时报警。”公司总经理

李磊介绍，他们的光纤“温度计”应用场

景非常广泛，技术研发需求迫切，多年

来他们对高素质人才可谓求贤若渴。

河北微探科技有限公司原技术和

研发团队在北京公司，2016年落户唐

山市高新区，去年搬到了京唐智慧港。

“京唐城际铁路开通缩短了时空距离，

这对我们从京津地区引入高端人才形

成了极大利好。”李磊说，借助京唐城际

铁路这一交通优势，他们正积极启动招

才引智。

融入京津、对接京津、服务京津。随

着协同发展在唐山向纵深推进，京冀曹

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津冀（芦·汉）协同

发展示范区、玉田中华老字号产业园等

特色承接平台发展更是日趋成熟。京冀

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自成立以来，已

实施京津投资亿元以上项目226个，总

投资1900亿元；津冀（芦·汉）协同发展

示范区实施亿元以上京津项目147个，

总投资558亿元。这些平台形成了强大

的投资磁场，让唐山实现了从零散项目、

点状承接为主的“小承接”，向链式布局、

平台聚集的“大承接”成功转变。

“2014年以来，唐山共实施与京津

合作亿元以上项目769个，总投资4832

亿元，多年来承接京津转移项目个数、总

投资额和完成投资额指标均居河北省首

位。”李昆说。

高质量的京津产业转移项目，在唐

山结下硕果，引领该市走出了一条绿色

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

近日，北京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电池检

测实验室获得CMA资质认定，填补河

北省新能源电池检测领域的空白；首钢

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实现“钢铁

钻石”9Ni钢批量供货，唐山精品钢铁

家族又添新成员；唐山与北京中科院、

中关村等合作共建中科院唐山高新技

术转化中心、中关村（曹妃甸）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基地、京津冀钢铁联盟（迁

安）协同创新研究院，促成26项技术成

果转化落地……2022年前三季度，面临

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和疫情防控压力，

唐山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6349.4亿元，居河北省第一，累计增

长4.3%。

唐山：协同发展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赵呈岗 祝雪娟 张航）
隆冬时节，廊坊临空经济区的建设工地

塔吊高耸、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1月12日，记者来到由中建八

局承建的廊坊临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施

工现场，玻璃幕墙和金属屋面工程正在

紧张施工安装。

作为廊坊临空经济区的一号工程，

临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在数千名建设

者的共同努力下，将于今年3月份全部

完工。

“我们承建的临空服务中心是廊坊

临空经济区最早开工建设并第一个投入

使用的标志性城市综合体，现在又转战

到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这两年在这

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也收获了很多幸

福。”临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总指挥王德

银说。

王德银介绍，廊坊临空国际会展中

心总建筑面积 14.8 万平方米，总投资

21.88亿元，包含一个会议中心和四座展

馆。建成后将成为2023年“中国·廊坊

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主要会议场

馆。未来将致力于打造高端国际空港会

展平台，满足临空经济区特色金融、航空

制造、航空研发、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产

业发展，为临空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起到

“芯片+引擎”的作用。

（下转第二版）

廊坊临空经济区：加速项目建设 增强内生动力

本报讯（记者李慧英 王日成）萌娃

闹春，福满兔年。1月21日晚，2023年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精彩上演。开场节目

《花开种花家》中，一群戴兔头帽的孩子

们萌翻全场，其中有10个孩子来自阜平

县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

作为春晚的开场节目，《花开种花

家》由140多人共同完成，谁错了一点

儿，都得从零开始。所以，尽管马兰花儿

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上过北京冬奥

会的舞台，这次仍然面临不小的压力。

“这是一个新节目，孩子们也是第一

次参加这种需要多层次合作的演出，必

须和其他演员密切配合，做到无缝衔

接。经过无数次排练、磨合，孩子们做到

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合唱团指导教

师王金山语气中满是自豪，“这一年，孩

子们的进步很大，不仅学习能力强了，也

有了团队意识，我为他们骄傲。”

其实，压力不仅来自排练节目，还来

自生活、学习等多个方面。自2022年

12月8日进京，到除夕夜进行演出，孩子

们在北京足足待了45天。“我们刚来的

时候，孩子们还没有放寒假，一直在上网

课，所以每天都是白天上课，晚上排练，

很辛苦。”每天和孩子们朝夕相处，带队

老师高玥打心眼里心疼孩子们。

除了老队员，这次上春晚的还有一

名新加入合唱团的小队员，名字叫苏铭

欣，今年刚上小学二年级。别看她年龄

最小，却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每次老师

留了排练的作业，她都是第一个完成。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一个小秘密——

苏铭欣胆子小，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

所以，最初的那些日子，都是高玥陪孩子

一起，手拉着手睡觉。

排练之余，高玥也会带着孩子们回

顾去年的经历，“我们给新时代希望工

程录制了宣传主题曲《大眼睛》。”“新学

期央视的《开学第一课》，我们唱了一首

歌《我们的田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出征太空，我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

参加出征仪式，长大了我也要当航天

员。”“六一儿童节，我们参加了公益直

播，和主持人金龟子一起，给山区的孩

子们筹集了 35 万元，建音乐梦想教

室。”小家伙儿们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兴

致勃勃。

阜平萌娃央视春晚“闹”新春

本报讯（记者李丽钧 通讯员何
菲 李宏儒）今年河北省财政厅聚焦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省级财政

区分轻重缓急，突出保障重点，集中财

力支持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项目

落地，重点用于9个方面。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安

排80.3亿元，可比增长6.7%，扎实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努

力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对接京

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包括

雄安新区建设9.3亿元、深化协同发展

重点领域合作62.4亿元、推动环京区

域发展8.6亿元。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安

排221.5亿元，可比增长9.1%。包括完

善科技创新体系26.2亿元，重点用于

科技专项、科研事业费、科技推广普及

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8.3亿元，重

点用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专精特

新”企业创新发展、商贸流通；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91.7亿元，重点用于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75.3亿元，重点用于培养、引进、用

好人才，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着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项目建

设。安排92.4亿元，可比增长38.1%，

激励引导市县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新型城

镇化。包括预内基建38亿元、激励市

县抓投资上项目25亿元、新型城镇化

建设9.4亿元、重点项目建设20亿元。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安排51.2亿

元，可比增长12.6%。包括优化营商环

境36.5亿元，重点用于市场监管补助、

产品质量监管等；深化对外开放5.5亿

元，重点用于吸引外商投资、出口信用

保险保费补助等；引导金融服务发展

9.2亿元，重点用于支持企业上市挂牌、

普惠金融发展等。

积极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安排64亿元，可比增长

6.7%，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包括深入推进污染防治15.3

亿元、生态系统保护修复41.3亿元、支持造林绿化7.4亿元。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安排161.3亿元，可比增

长5%，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包括现代农业发展46.7亿元、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71.9亿元、农村人居环境改善19.3亿元、农村

综合改革10亿元、水利设施建设13.4亿元。

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安排230.4亿元，可比增长

17.7%。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164亿元，重点用于落实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提标扩面政策，保障社

会救助、优抚安置等工作；推进健康河北建设38.1亿元，重点

用于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强化疫情防控应急保障，落实生育支

持政策；促进社会事业发展13.3亿元，重点用于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强化住房保障等；强化基层

“三保”保障15亿元，支持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助推文化繁荣发展。安排16.2亿元，可比增长8.8%。

其中，强化文化宣传4.9亿元、繁荣文化事业10.9亿元、促进

体育事业发展3497万元。

打造平安河北和法治河北。安排43.6亿元，可比增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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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连“屏”的节目表演、炫酷沉浸的互动体验……1月

21日15时，河北省第三届网络春晚在冀云客户端、长城网

等新媒体矩阵准时与广大网友见面。

本届网络春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长城新媒体集团联合主办，分为扬眉“兔”气·开心过年、

颜值“兔”出·我的演唱会、谈“兔”不凡·非遗亮绝活、大展宏

“兔”·说唱新时代等八大板块，精彩的节目年味儿、文化味

儿十足，让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河北省第三届网络春晚精彩纷呈

1月20 日，市民在邢

台市南和区和阳镇年货

集市购买节庆饰品。

春节将至，在邢台市

南和区的年货集市，不少

市民选购节庆饰品、春

联、福字等年货，迎接新

春佳节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红红火火
迎新春

廊坊临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正酣廊坊临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