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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战略 逐梦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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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本报记者 郝一萍
■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
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
之一，
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 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
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
2014 年 7 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
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 8 月，北京与天津、
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
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
协议》，
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
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
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
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 PM2.5 年均
浓度降至 30—40 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
PM2.5 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 70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去年 39 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 26
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
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

创新协同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 4836 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 8487 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 3836 人

工程，
包括 875 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
736 平方公里绿
色生态屏障建设、
153 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
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 18.6 万亩，林木绿化
覆盖率接近 25%，
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 65%。随着工程
推进，
在
“津城”
“滨城”
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
王会芝对记者表示：
“‘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
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
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
境体系，
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

全球首台碳电极电解水制氢设备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
）
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
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
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 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
发展这 8 年一路走来的。
“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
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
和高校科研在这里
‘握手’
。
”
任立说，
目前，
位于天津市
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 30 多家研
究所、10 多个产业化公司。
“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
校支撑”，
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
形成了产学研

本报记者 张兆瑞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
一招，
既是“当头炮”，
也是“晴雨表”。
8 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
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
产业，
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
服务支持雄安新
区建设，
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 400 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
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
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
支撑，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
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
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
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
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
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
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研
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
多个项目，
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
近年来，
天津立足自身优势，
抓住京津冀产业协
同发展的契机，
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
天津在 2021 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 12 条重点
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 9.6%，占全市规
上工业比重达到 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

共建共享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本报记者 袁诚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 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 72.7%
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
等 8 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
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
《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
制完成，
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
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
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
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
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

天津市 382 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师范大学支教团在雄县开展支教

本报记者 孙翼飞

初 春 ，潮 白 河 上 的 冰 刚 刚 开 化 ，北 京 通 州 和 河
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
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
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
伴随着 2019 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
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
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
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 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
路被打通，
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
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 30 分钟，从天津到保定 1 小时，从
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 1 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
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
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
己的购票记录。
8 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
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
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
市间基本实现铁路 1.5 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 小时交
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
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
崇礼拉入首都 1 小时通勤圈，
“ 轨道上的京津冀”主
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

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
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
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
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
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
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
用户 4836 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 407 家，发布京冀
企业成果 8487 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 3836 人。与此同
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
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
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
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
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
“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
前已完成 23 个投资项目，投资额 9.43 亿元，撬动投融资
7.2 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 11 亿元的“京津冀（天津）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
冀，
正加速成型。

■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本报记者 宁广靖
■

PM2.5年均浓度
降至 39 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特别报道

京津雄 0.5

—1 小时通勤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
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
这些与群
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
群众感受到“一体化”
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
自助服务
厅，4 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
位置。尽管去年 5 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
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
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
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
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
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
让群

对口帮扶

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
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 项北京政务
服务事项和 200 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24 小时自助办
理。同时，
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
“跨
省通办”
专窗，
300 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
“跨省通办”
。
京津冀协同发展 8 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
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
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
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
建筑面积 9.59 万平方米，预计明年 3 月投入使用；三地
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
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 2 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9 家三级
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 40 多家医院和北京市 5 家医院
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
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 1013 家，全市有住
院结算的 382 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
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
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
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
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 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
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
融、互通、普惠民生。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本报记者 韩启
■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 1.5 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 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超大规格盾构机

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
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
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
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
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
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
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
到“走得好”，
必须着力构建安全、
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
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
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
破，
三地“手牵手”
驶上新的“快车道”，
跑出新速度。

京津冀主要城市 1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 16.52 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 415 个

—3 小时交通圈

2021 年 6 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
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
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
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
“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
2019 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
继续开班。2017 年至 2019 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

国内首创镂空襻人工晶状体新产品

绿色生态屏障

术职业学院的 216 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
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
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
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
“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
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
影。自2016年以来，
天津市全面落实
“1+4”
框架协议，
不仅
创造出
“智志双扶”
“鱼渔兼授”
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
还走出了一条
“广泛发动、
整合资源、
内增动力、
外输外联、
产
业牵引、
多层覆盖”
的特色帮扶之路，
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
天津市
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
区、
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 16.52 亿
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
引进
产业合作企业41家，
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
收；
打造出
“生态小滦河”
“百万只肉羊基地”
“水培蔬菜”
“幽
谷稻米”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等一批品牌项目，
助推天
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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