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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特别报道

“十四五”开新局
京津冀怎样干？

——解读《“十四五”时期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蓝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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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 联动 改变时空
百年大港

京津冀海上门户 北方国际航运枢纽
■

本报记者 万红

从高空俯视天津港，40 多公里的海岸
线上，192 个泊位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的
集疏港通道上，
车辆班列川流不息。
几天前，16 辆装载着出口集装箱的卡
车从雄安新区一路驶入天津港太平洋国际
集装箱码头，随后这些集装箱被直接装上
了前往地中海的“马士基华秋”
轮。
自 2019 年 8 月天津港雄安新区服务中
心正式揭牌，打通了雄安新区至天津港货
运“绿色通道”
及快速通关机制。通过打造
港口前置服务模式，
目前，
雄安新区重点项
目的进出口集装箱、货车可直接到天津港
码头提送货物，周转办理时间平均减少
1 天。仅去年，天津港服务雄安新区绿色通
道运输业务就完成了 11 万标准箱。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
开启了京津冀三地功能互补、错
位发展、相辅相成的新时代征程。
下好协同发展“一盘棋”，
以更强担当、
更大作为，
融入其中、服务其中、受益其中。
8 年时光荏苒，天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一基地三区”
功能定位，最大限度发挥港口作为核心战
略资源的强大作用，以百年大港的使命担
当，
跑出了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
速度”。
发力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在全国率先
获批建设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成功实现
传统集装箱码头无人自动化改造，全球首
个“智慧零碳”码头投入运营，一座智能
化、高效化、绿色环保的现代化港口初见
规模。
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
整合

船泊污染防治智能化监管

“飞腾”芯片

本报记者 刘畅

虎年伊始，
雄安新区容西片区规划师单
位负责制项目组正在紧锣密鼓开展规划咨
询，
负责该项目的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规划总院”
）雄安
分院支部书记徐龙告诉记者：
“ 我们项目
团队提供全天候驻场服务，
全力保障容西片
区今年6月底首批安置房交房入住。
”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
河北雄安新区，启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
强大引擎。4 年多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
雄安新区以奔跑的姿态加快兴建，
未
来之城的面貌愈加清晰。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一员，
天津在支援和服务雄安新区开发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雄安新区成立后仅半个
月，天津党政代表团就赴雄安新区学习考
察，并与河北省签署关于积极推进雄安新
区建设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支持服务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雄安新区启建以来，天津规划总院派
出技术骨干，先后完成了雄安新区容西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淀北片区区域功能和重
大基础设施综合实施规划研究、雄安新区绿
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重点项目。由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研院）提
供咨询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已经投入使
用，该公司天津团队的十几名专业人员全程
为项目提供咨询顾问服务。
除了诸多建设项目相继推进，天津在发
挥自身优势，
加大支援力度方面也不遗余力。
2019 年 1 月，天津一中和雄县中学签署
对口支援合作协议。
两个月后，
天津市卫生健
康委对口帮扶安新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启动
仪式举行，确定天津 18 家市级三级医院、3 家
中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及业务人员承担 3 年
帮扶任务。在职业教育方面，近年来，天津职
业大学、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天津市园林学
校先后在雄安新区设立分校，促进当地职业
教育发展。
再过几个月，
由中国建研院规划设计的安
新县县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建设项目即将动工
建设。
建成后，
300名小朋友将入园开始他们迈
向社会的第一步。
一座承载着
“千年大计、
国家
大事”
的
“未来之城”
正在向我们走来……

打造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
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已明确提出，以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
提升创新策源能
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梯队。
蓝皮书认为，如何处理好京津冀地区旧动
能与新动能的关系，
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是“十四
五”
时期的关键任务。
至于如何培育京津冀新动
能，蓝皮书给出的建议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
比如，
京津冀需要进一步形成一体化联动式
产业链、创新平台以至创新生态，
构筑协同创新
的核心支撑，
形成区域内成果转移转化共同体，
提升三地联合利用科技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培
育发展新兴产业的能力。
面对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张贵提出
了三大思路：一是实体经济要换“芯”，更加注
重强“脑”；二是产业发展要换“代”，更加侧重
“生态”；三是产业空间要换“局”，更加共筑“城
市群”。以第一条为例，就是要推进“生产性制
造”向“研发服务性创造”转变，打造“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人才支撑+成果产业化”全过程
创新生态链，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
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同时聚焦服务业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
打造现代服务业集群，
增强辐射
带动效应。

城市群建设

立足全球增强资源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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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服务“未来之城”按下“快进键”
■

历时近 1 年调查、访谈和研究，并经南开大
学出版社反复修订，一本 26 万字的蓝皮书不久
前面世。这本蓝皮书，名为《
“十四五”时期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讲好‘京津冀故事’
，
全力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蓝皮书是一个很好的载
体。”上述蓝皮书的作者之一、南开大学京津冀
协同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贵对记者表示，自京
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一系列重
大难题与协同发展的“堵点”
都在一一破解。
眼下，无论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均对京津冀协
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从最新这本蓝皮书
中，
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高质量发展
京津冀医学技能大赛

全球资源重点发展集装箱航线，
与河北港口错
位发展，
加快构建以天津港为核心、以河北港
口为两翼，
功能完善、
分工合作、
错位发展的世
界级港口群，
助力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立足“一带一路”交汇点优势，开通环渤
海内支线“天天班”，
全力搭建分工协作、优势
互补的集装箱干支联动网络，大幅提高通关
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当好京津冀及三北地区
的“海上门户”，
联通全球、服务世界。
8 年来，天津港吞吐量一路攀升，集装箱
吞吐量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从 2014 年的
1400 万 标 准 箱 一 路 跃 升 至 2021 年 的 突 破
2000 万标准箱，平均增速超过 5%，近三年复
合增长率位居全球十大港口首位，助力我市
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较 2018 年跃升 10 位。目
前，天津港集团已在京津冀地区设立了 30 余
家内陆服务营销网络（加盟）店。
仅去年，
天津
港环渤海内支线运量同比增长 30%以上，带
动中转吞吐量同比增长 30%以上，全力保障
腹地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如今，
以天津港为节点，
琳琅满目的商品
在这里汇聚、分拨，连通到世界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800 多个港口。伴随协同发展向纵
深推进，港口不仅成为了天津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强劲“加速器”，更成为活跃着京津
冀乃至内陆腹地的经济脉动。
“天津港 8 年来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
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方向指引；离不开国家战
略带来的历史机遇；
离不开市委、市政府长期
以来的大力支持。
”
天津港集团董事长褚斌表
示，
天津港将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
以建设世
界一流港口为发力点，
立足新发展阶段，
践行
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助力天津北方
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全力以赴打造国内大循
环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

本报记者 韩启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
武清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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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城际 连接“创业梦想与快乐生活”
■

本报记者 孙翼飞

“我在京津城际上看到过最美的日出！”
“90 后”
陈方平这样说。
北京大学计算机博士，全球杰出青年企
业家奖、中国科协“科技创业先锋”
、福布斯亚
洲 30 位 30 岁以下精英榜、教育部创新创业英
才奖、天津市青年“五四奖章”
、天津市滨海新
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多个奖项、榜单、荣
誉称号的获得者、打榜者，
儿时的陈方平就有
一个关于飞行的梦想，
而今，
他的梦想搭乘着

“虎鲸”
实现了。
1 月 10 日，在中新生态城大规模人群核酸
采样中，天空中出现了一款先进设备——“虎
鲸”无人机，它们在生态城各检测点位巡查，并
将数据回传至生态城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告
知”后台工作人员，实现远程监控。
“虎鲸”无人
机是天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主打产
品，此前已经积极配合天津中新生态城探索了
近十种应用场景，
诸如智慧工地监管、河道生态
环境监测、智慧交通、光伏巡检、应急救援、路桥
巡检等，
陈方平正是这家公司的 CEO。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
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更要在未来世界级城市
群竞争中下好“先手棋”。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
群，
将承担起拉伸我国南北平衡、促进我国深度
改革与转型发展等重大国家任务。更为重要的
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将极大增强我国
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能力。
在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布局框架设计方
面，
蓝皮书提出的设想是，
京津冀应以雄安新区
为新增长极，
以滨海新区为突破口，
以京津都市
连绵带为串联，
以轨道交通为依托，
积极推进以
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促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而这当
中，京津都市连绵带是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的发展主轴，京津雄创新三角区是世界级城
市群的“战略支点”。

诞生于北京中关村的云圣智能，在 2018 年
积极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号召，来到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成立全资子公司，
开始京津联动、两
翼发展，并将企业的生产、组装、测试等阵营扎
根在滨海新区。
“近年来，
天津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企业创
新，为我们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陈方平
表示：
“企业从创办到成长、壮大的过程中，
享受
到这些政策措施组合拳，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天
津良好的营商环境。
”
今年 35 岁的林楠也是“双城”生活一族。
“我有时上班会从天津南站坐火车到北京南站，
高铁能够‘预约+直刷’，京津的地铁 App 支付
也实现了互认，通勤越来越方便。”在互联网公
司工作的林楠，深知时间的宝贵，
“去北京认真
工作，
回天津快乐生活，
是便利的交通让我二者
兼得，
感觉自己很幸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