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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岗位信息共享
京津冀职业技能发展联盟成立

小镇稻田蟹 热卖京津冀

区域热点

日前，京津冀职业技能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我市宝坻区、武清区、滨海新区，河北省雄安新区、廊坊
市、唐山市及北京市通州区人力社保部门联合签署《京津冀五
区两市职业技能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共同发起
成立京津冀职业技能发展联盟。

此次会议旨在推动京津冀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满足京津冀现代产业体
系的人才需求。未来，京津冀五区两市将成立职业人才信息
对接平台，实现岗位信息共享。

京津冀职业技能发展联盟将设计、组织京津冀区域性职业技
能大赛、论坛、讲座；搭建互联网+职业技能平台；搭建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平台，打造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等，实现岗位信息共享，协同做
好技能人才就业前心理测评及职业生涯规划等工作，带动并助力职
业技术人才就业。 本报记者 刘畅

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
国家发改委下达专项投资21亿元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2022年
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约21亿元，紧紧围绕支撑和服务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支持为疏解项目落地提供支撑保障的
雄安新区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并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市有
利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项目也给予支持。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持续
开展日常监测，及时跟进了解投资计划实施情况，压紧压实地
方发展改革委监督主体和项目单位建设主体责任，切实提高
中央预算内资金使用效益。 本报记者 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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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后是螃蟹销售的旺季，我市
涉农区50多万亩稻田蟹喜获丰收。面对
京津冀地区巨大的市场需求，天津的蟹农
们最近忙碌了起来。记者近日走访了宝
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村和津南区小站镇
南付营村，探寻“小小稻田蟹”如何让“土
里刨食”的老村儿吃上了产业饭。

■ 本报记者 宁广靖

天津河网纵横，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和灌溉水源等生态
条件让这里成为水稻种植的沃土。一地两用、一水双收的稻
蟹混养模式成为乡村发展产业的重要切口。回溯村子欣欣向
荣的产业，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土里闯出来的。以前，一些村
子没什么产业，村民面临“村很穷、人走光、钱难挣”的困境。
而“一只小小的螃蟹”，让乡村走上了富裕路。
2009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宝坻区八门城镇镇领导招

呼了54个村的种地大户在镇政府的大会议室里开会。会
议的主要内容是商量要不要在镇里那9万亩的水稻田里养
点稻田蟹。镇领导问大伙儿“愿不愿意养点儿螃蟹创收”，
都说“愿意”；问“能不能组个团去辽宁盘锦学习”，多数人说
“能”；问“可不可以选几家先养养试试”，大伙儿就都低头不
说话了。
“在水稻田里养螃蟹，这活儿咱以前没干过。乡亲们怕养

不好祸害了稻子，也能理解。”对于13年前镇上的那次会议，八
门城镇副镇长孟令静的记忆依旧清晰。现在，八门城镇的小
螃蟹发展成了大产业。全镇54个村子，一半以上都干起了稻
蟹混养。养殖规模约有6万亩，去年稻田蟹产量达180多万
斤。产量上来了，销路也打开了。“快中秋了，村里这阵开始忙
了。除了咱本市的订单，每年从北京过来买蟹的客户也很
多。有些养蟹大户一半以上的扣蟹都发到河北省。成蟹，河
北省的订单也能占到三分之一。”孟令静说。
距离八门城镇90多公里的津南区小站镇南付营村去年

也养上了稻田蟹。南付营村户籍在册人口有1700多人，实际
留在村里的只有800多人，“村里大多是老人，年轻人都到小站
镇里或大港买房安家了。”南付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欢介绍。
没有产业，留不住人。陈欢觉得得搞点产业出来才能让

村民的生活有奔头。“都说‘土里刨食’村难富，但土地是村里
的主要资源，不种地不养殖干啥咧？”种水稻、养螃蟹成为南付
营村发展产业的切口。去年，他们在小站镇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对村内500亩撂荒
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开展稻蟹混养项目。今年南付营村接着
搞稻蟹混养，临近中秋，他们就已经收到了不少订单，这些订
单主要来自京津冀地区。

“土里刨食”不容易

“咱试试能不能在这土里刨出个金疙瘩”

在八门城镇做稻蟹混养这个点子是镇领导和盘锦的一个
老乡聊天聊来的。盘锦的稻蟹混养做得不错。镇领导心想：
人家行，咱这地咋就不行呢？都说“土里刨食”不容易，咱就试
试能不能在这土里泥里刨出个金疙瘩。

2009年，十几个村子里有意养稻田蟹的村民在镇领导
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出发去盘锦学技术。2010年，他们在
欢喜庄村选了500亩地开始了稻田蟹的试养。不养不知
道，一养就尝到了甜头儿。稻蟹混养令每亩地增收了300
多元。村民看见了收益，养蟹这事一下子就铺开了。现在，
八门城镇有30多个村子都做稻蟹混养。6万亩地去年稻田
蟹产量达180多万斤。“以前光种水稻，每亩地最多收700元
左右。螃蟹养了之后，一亩地能增收500到1000元。”孟令
静说。
据了解，天津地区的稻田蟹大多是中华绒螯蟹，肉质细腻

紧实，口感清甜。每到中秋节假期和“十一”假期，从天津周边
地区过来购蟹的顾客络绎不绝。天津三缘宝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邱金来说，每年这两个假期，在八门城镇九园公路
战备闸往东7公里的一条小路上，就有40多个卖蟹的摊位，很

多北京和河北省的顾客慕名而来挑选螃蟹。
稻蟹混养不仅让八门城镇的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也让刚起步养稻田蟹的南付营村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希
望。以前的南付营村经济基础薄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
个铁厂、小童车厂，后来经过改制就全没了。工厂没了，人也
开始往外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有地的农户把地租
给别人种高粱，一亩地能有300元左右的收入。“村子穷，搞产
业更是困难重重，不蹚出条路子，村民就挣不到钱。”陈欢指着
眼前的稻田告诉记者，这原来是个坑塘，40来年一直荒着，去
年改造完种上了水稻，养上了螃蟹。
为了种好水稻、养好螃蟹，陈欢从唐山请来了稻蟹技术员

徐立军。今年农历5月份，他们种植了津稻919和津源89两个
品种的水稻，在稻田里投放了2000余斤蟹苗。每天早晨5点
左右，徐立军和村委会副主任刘怀龙都会花上一个多小时绕

着这片稻田走一圈。“这些螃蟹一天喂两次，上午十点多一次，
下午三点多一次。”徐立军指着旁边的大饲料桶告诉记者，每
次都要用掉3桶多的料。
“这些螃蟹的成活率大概在70%。去年成蟹收了2000余

斤，今年收成应该比去年好。”刘怀龙说，去年没经验，两次大
风把围栏刮跑了一部分，螃蟹跑了不少。今年他们加强了管
理，这些螃蟹和水稻估计能挣个25万多元。

给唐山批发商供货

“8成扣蟹、3成成蟹都卖到了河北省”

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肥美的螃蟹在田埂间“横行霸
道”，呈现出一派稻香蟹肥的美好景象。采访当日，距离中秋
节还不到10天，南付营村上就已经接到不少购蟹的订单了。
陈欢说：“我们村离河北省青县比较近，不少村民的祖辈都是
青县人。有时候村民在朋友圈发养螃蟹的视频，他们有些在
河北省的亲戚看到后会跟我们订购。去年卖出去的螃蟹肥、
口感好，今年有不少回头客。”
不只是南付营村忙活着稻田蟹订单，中秋节前夕，蟹农们

都进入了忙碌期。养蟹大户邱金来告诉记者，去年他收获了
14万多斤扣蟹和4万多斤成蟹。“河北省唐山的客户订扣蟹的
多，卖给他们就得有10多万斤。”据邱金来介绍，这些扣蟹作为
蟹苗大多被中间商买走了。“唐山有个海鲜批发市场，不少河
北省的批发商过来买扣蟹，然后到海鲜批发市场去卖。他们
有时一单就能买2000斤左右。”
今年，邱金来又新开发了一块儿地。算上之前的，他现

在有3000亩地用于稻蟹养殖，预计今年能产7万斤左右的成
蟹。这些成蟹中有一部分需要经过“技术处理”。“稻田水浅，
水体杂质多。我们会提前四五天把螃蟹捞出来，禁食、清洗
48小时，让它把腮里和肠道里的脏东西自然排泄掉。”邱金来
说，“处理”后的螃蟹包装入盒，以品牌的方式进行销售。剩
下的成蟹直接发给批发商。而这些批发商9成以上都在河
北省。目前，邱金来仅河北省的客户就有几十个。“总的来
看，我这8成的扣蟹、3成左右的成蟹都卖到了河北省。现在
离中秋节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的螃蟹已经订出去不少了。”
邱金来说。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不仅卖货，还帮河北省客户买货”

八门城镇欢喜庄村的天津市聚淼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孟凡超同样做稻田蟹的生意。他告诉记者：“去年中秋
假期，螃蟹卖了30多万元。每天少的时候卖10多单、多的时
候能卖近40单。有时候一天就能卖5万多元。”孟凡超说，他
有不少北京和河北省的老主顾，每年发往河北省的成蟹约占
总销量的20%。
产业做大了，产业链也就慢慢完善了。“我们不仅卖货，还

帮河北省客户买货。我们有宝坻区稻蟹产业协会，协会里有
很多会员单位都是养蟹大户。有时候客户要的量大，我这货
不够，就会从一些会员单位那里帮客户补点货。”邱金来说，最
近，八门城镇的蟹农们开始尝试创新。他今年试养了60多斤
的大蟹。这批蟹的重量比常规的稻田蟹重20%，预计今年中
秋节可以上市。
产业发展了，人就回来了。孟令静告诉记者，随着稻蟹产

业越做越大，不少年轻人带着新观念和新技术回乡创业，欲在
乡土展身手。现在，八门城镇的水稻种植已经实现了全程机
械化管理。“我们今年在1万亩稻田里用了侧身施肥技术。这
个技术可以减少两次施肥，每亩地不仅能节省50多元的成本，
还能提高约100斤的产量。而且，水质会更环保，养的螃蟹也
更健康。”孟令静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2）》发布——

天津创新平台助三地战略科技力量均衡布局
■ 本报记者 刘畅

日前，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
研究中心与经济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京津冀协同
创新将步入以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引领区域协同创新
发展的全新阶段。《报告》深入分析了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的布局现状与发展制约，并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快建设
雄安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平台、培育区域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等方面提出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布局的实现路径与
发展保障。

■战略科技力量支撑引领协同创新

当前，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已经成为资源聚集、体系整
合、利益共享的创新共同体，成为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集聚
配置者、科技前沿领域的引领探索者和重点产业技术创新
的研发践行者。《报告》指出，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面对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全新发展需求，推动京津冀战略科技力
量高质量建设和优化布局，已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深
化发展和提升京津冀整体发展层级的核心任务。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创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但却不
是创新竞争力最强的地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将
区域创新资源尽快转化为区域创新竞争力，是三地迫切需
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报告》认为，京津冀协同创新要有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

与引领。战略科技力量是新时期支持京津冀实现创新突破、
打造全国创新高地的中流砥柱，是京津冀在国家高水平自立
自强发展中实现创新引领的关键支撑，是重塑京津冀创新发
展格局、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力量。这
就要求京津冀区域体系化建设布局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创新
链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突破、协同与融合发展，打造创新核
心支撑力量体系，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创新能级。

■战略科技实力强但链式创新不足

《报告》指出，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丰厚，无论是以国家

实验室、技术中心等为代表的战略科技创新平台，还是大
学、研究院所等创新主体和载体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京津冀区域相对雄厚的战略科技实力，为京津冀打造全国
创新策源地奠定了基础。

但京津冀三地的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也存在部分不足。
比如单核集中、单环节创新成效凸显但区域化链式发展创
新严重不足等，区域创新实力的差距制约了京津冀整体创
新效能的发挥。
《报告》认为，战略科技力量的打造不仅要瞄准原始创新

或基地研究，更要聚焦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工程
化产业的全创新链过程，构建“战略科技力量+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一体化体系。同时，还应强化政府与市场的有机
结合，注重多元资本的吸收与运用，不能仅强调或依靠政府
投入而忽略市场的作用，应激发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现
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以突破技术制约为目标进行布局

面对国内外科技创新趋势的深刻变化，京津冀应以提
升全国和区域科技创新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制约为目标，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量。
《报告》提出，首先要围绕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发

展，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量。京津冀要突破资源配置的地
域限制，以全球视野汇聚创新资源，将其与已有区域创新体
系有机融合。其次，应围绕增强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进行布局，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形成更具创新
力、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撑。同时，还应
围绕构筑京津冀未来战略竞争优势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
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立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对核心
技术集中攻关，形成对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科技支撑。
此外，《报告》还指出，布局战略科技力量还需聚焦京津

冀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的培育以及破解区域创新短板、提
升区域整体创新层级等方面。突出自主创新补短板、挖潜
力、增优势的战略重点，推动区域经济转型提升、主导产业
的创新发展，使京津冀地区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向
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五举措促三地战略科技力量提升

《报告》从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等五个方
面给出提升三地战略科技力量的实现路径。
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总体方针和总路线图。《报告》

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由战略科学
家主导、三地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参与的京津冀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指导委员会，系统谋划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布局总路线图，为京津冀区域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建设提
供路线指引，为京津冀整体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提
供有效保障。

加快建设雄安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平台，实现京津冀战
略科技力量的均衡布局。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及
北京“三城一区”、天津“中国信创谷”等创新建设主平台的
建设基础上，着力布局建设雄安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平台，实
现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均衡布局。同时，加强雄安新区与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合作对接，形
成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合力。

打造从原始创新、应用研究到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区域
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一方面，布局建设一批京津冀重大科
技联动创新基地和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夯实战略科技力量
的主体支撑。另一方面，布局建设一批京津冀创新融合的
新型研发机构，提升研究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同时，布局建
设一批以领军企业为核心的企业创新联合体，筑牢研究成
果区域产业化发展的根基。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形成跨区域、跨主体、跨部门共建
战略科技力量的要素保障。《报告》建议，共建京津冀人才服
务体系，搭建三地高层次人才资源交流共享平台，建立区域
人才资源开发孵化基地，构建国际科技人才引进机制，促进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提高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最后，《报告》还提出，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支撑
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提升的制度保障。改革创新京津冀三地
重大科研计划的制度设置和组织方式，构建京津冀政府财
政资金有效鼓励企业主体进行基础研究的新型激励体制，
建立京津冀协同实施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推进机制。

■ 本报记者 宁广靖

八月初，天津傲农红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
农红祥”）车间里新上的一条高端膨化生产线投产了。总经理
冯正旺比以前更忙了。这些天他每天要去厂房好多趟，查看
新产线生产出来的饲料能否达到高标准的工艺要求。“冯总像
是长在了设备旁边。”车间里的工作人员常这样调侃他。
傲农红祥位于宁河区苗庄镇，主营淡水鱼、冷水鱼、南美白对虾

等高端水产饲料和高档生物发酵饲料。每年5—10月份，是鱼虾饲
料销售旺季，这几个月的销量能占到全年的80%以上。“忙过了去年
的旺季，公司就开始张罗新产线的事。客户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
大，我们对新产线的需求也更迫切。这条高端膨化生产线加上去
年新投产的530虾料线，预计新增产能4万吨。”冯正旺说。

除了要忙活自己的饲料主业，冯正旺还当起了“牵线
人”。据了解，傲农红祥的下游客户主要是养殖户和饲料经销
商。冯正旺发现他们在购料时经常遇到资金难题。于是，他
把资金链紧张的优质下游客户推荐给了银行，撮合双方完成
了一笔笔“产业链融资”，解决了下游客户的资金难题。

“这下能放心大胆地加油干了”

鱼虾养殖户王才有在河北省黄骅市有2000多亩池塘，每
年需要大量的鱼虾饲料。3个多月前，王才有计划从傲农红
祥购买1000多万元的饲料。“当时差了100多万元，钱凑不上，
塘里的鱼虾只能饿着等。”王才有说。

冯正旺得知情况后，向王才有推荐了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宁河
区支行零售金融部团队负责人冯元红。经过对接，审核仅用了3
天时间，邮储银行100万元的贷款就打到了王才有的账户上。“这
下能放心大胆地加油干了。”解了燃眉之急的王才有兴奋不已。

冯正旺告诉记者，傲农红祥有几百个下游客户，其中6成
以上在京津冀地区。在与下游客户的沟通中，他发现不少客
户采购饲料存在资金缺口。“我们根据下游客户的运营和征信
情况，把优质客户筛选出来推荐给银行。银行会根据他们的
养殖规模和资质匹配一定的贷款额度。”据冯正旺介绍，目前，
傲农红祥已经向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宁河区支行推荐了28家
下游客户，这些客户全部在津冀地区。其中单笔贷款额在
100万的客户占了7成，贷款总额达2000多万元。

“66笔贷款中约7成在河北省”

像傲农红祥这样的产业链核心企业还有很多。通过产业
链金融，越来越多下游客户化解了资金难题。位于唐山市乐
亭县的新希望六和乐亭馨美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亭
馨美滋”）是一家以肉鸡饲料销售及肉鸡回收加工为主的一体
化禽类产业链核心企业。受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乐亭
馨美滋的上下游客户中有些经营陷入困境。乐亭馨美滋将资
质较好的上下游客户推荐给了银行。
核心企业牵头，上下游客户联动。“目前，乐亭馨美滋的上

下游客户，已经拿到我行20笔、总计666.5万元的贷款。这些
贷款客户均在河北省。”据冯元红介绍，在服务产业链的过程
中，京津冀地区的链上客户受惠明显。截至8月10日，邮储银
行天津分行宁河区支行已完成66笔产业链融资贷款，总放款
金额达 4124.5 万元。其中，河北省客户贷款金额占比近
70%。“一般养殖户的经营规模在250亩以上、经销商一年净利
润在100万元以上，大多能申请到100万的贷款额度。现在我
们66笔产业链贷款中约7成在河北省。”他说。
现代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环环相扣，产业链金融正逐渐

成为普惠金融创新的发展模式。据了解，截至8月15日，邮储
银行天津分行累计发放产业链贷款330笔，放款额达10441万
元。依托核心企业，金融机构拓展上下游客户融资，为维护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产业链贷款“入塘”满盘活

报告解读

自动投料机正在往鱼塘里投放饲料。

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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