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安四周岁：

“未来之城”英姿勃发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自2017年4月1日横空出世，河北雄安新区设立至今已满四周年。

四年来，雄安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这片热土发生巨变：重点片区和工程项目建设全面展开，京雄城际铁路和雄安高铁站开通运营，张

北-雄安特高压工程建成投运，北京援建“三校”主体完工，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白洋淀水质稳定达到Ⅳ类标准，蓝绿底色逐步呈现，民生和社会保障持续改善……新时代的“雄安画卷”

徐徐铺展。

千年大计，运筹于新时代；未来之城，崛起于新阶段。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雄安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年。 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正以实现“新形象、新功能、

新产业、新人才、新机制”为抓手，以全新姿态向着新征程阔步前行。

绘蓝绿交织底色 打造生态之城

淀阔水清凭鱼跃，春暖苇绿任鸟飞。 目前，雄安新区606个有水纳污坑塘已全部治理完毕，淀心区水质已由劣V类转为Ⅳ类，白洋淀逐步恢复碧波万顷的美丽风光。 “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治

理任务全面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

白洋淀作为雄安新区生态建设的重要战场，四年来，见证着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剧变。

据生态环境部监测，2020年白洋淀水质同比持续好转，湖心区水质为Ⅳ类，其中四个月为Ⅲ类，定类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同比下降9.5%，达到十年最好水平。

今年4月1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作为雄安新区首部地方性法规，它的实施意味着未来雄安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有了坚实法治保障。

蓝绿是雄安新区的底色，蓝绿交织是未来雄安新区的空间格局。 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雄安新区蓝绿空间占比要稳定在70%。

蓝主要是指白洋淀，绿则是大面积的植树造林。 “千年秀林”作为雄安新区的中央“绿心” ，是雄安新区城市组团之间的重要生态缓冲区。 从2017年11月13日雄安新区在“千年秀林” 9号地

块栽下第一棵树开始，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造林41万亩，栽植苗木2000余万株。

目前，雄安新区绿色基底基本形成。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高级业务主管黄雪晨表示，新区造林质量和进度并重，栽植量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多人在造林施工。

一个“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生态空间格局正在雄安新区快速形成。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2021年，雄安新区预计完成2.5万亩造林任务；未来，新区绿地面积将近百万亩。 居民3公里进

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街道100%林荫化的美好生活愿景正一步步转化为现实。

以创新驱动引领 打造智能之城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设立雄安新区的首要任务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京雄城际已于去年底正式开通，从北京西站到雄安站最快只要50分钟。 这些重大项目建设，为雄安新区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下良好基础。 ”丛亮表示。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之中，“智能”“新技术”“科技”等特征逐渐显现，“未来之城”图景愈发清晰。

目前，雄安新区搭建起以“一中心四平台”（城市计算中心、物联网平台、视频一张网平台、CIM平台和块数据平台）为核心的智能城市基础框架，数字与实体城市“孪生共长 ” ，让雄安新区

更智能。

最近，雄安新区的首个“新基建”项目—————雄安城市计算中心进入基础工程桩施工，2022年投产运营后，将搭载边缘计算、超级计算、云计算设施等，为数字雄安的大数据 、区块链等提供

网络、计算和存储服务。

雄安区块链实验室、雄安新一代网络实验室等也相继揭牌。 雄安新一代网络实验室负责人杨国良表示，未来，雄安新一代网络实验室将在数字家电、数字道路、智能工地、未来网络研究等方

面推动技术产业转化和发展，助力雄安新区打造智能之城。

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在着力谋划创新发展、打造智能城市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尖端科技、高端人才纷至沓来，多层次、全覆盖、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也在雄安新区有

序展开。 截至2020年底，雄安新区共有4305项政务服务和360项便民应用上线。

今年3月，雄安新区提出年内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一枚印章管到底”的“四个一”审批模式。 智能、便利的“雄安服务”增强干事创业的信心，推动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资

源集聚。

推进实现“五新”目标 打造“雄安质量”

绿色生态之城、智能之城建设渐次展开，不断为“雄安质量”增加注解。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说，雄安新区必须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把高质量要求贯穿于新区建设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加快构建有利于增强对优质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吸引

力、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加快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推动雄安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既是建设理念，更是实践逻辑。 挖深沟、开宽槽，将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给排水管线全部集中入地……雄安新区规模宏大的地下管廊项目，生动体现了“雄安标准 ”“雄安质

量” 。

作为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头号工程”的京雄高速，全线共计6900余名管理及施工人员正聚力攻坚。 “京雄高速每一项工程都承担着创造‘雄安质量’的重任，创新应用新工艺、新设备，

一定建成高标准、高品质、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 ”项目现场管理人员说。

先谋后动，规划引领。今年2月3日，雄安新区召开的2021年建设发展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实现“新形象、新功能、新产业、新人才、新机制”为抓手，从未来倒推现在，明确五年规划、三年目标 、

两年任务和2021年重点工作，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出实效、出质量、出水平。

“‘五新’目标的提出为处在新发展阶段的雄安新区发展厘清了思路、找准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可谓恰逢其时、正当其势、大有可为。 ”雄安新区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时不我待，岁不我与。 上述负责人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同时要增强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 每一个“新”都要细化目标，分解任务，刀刃向内找问

题，加力提速，只争朝夕，不等不拖。

自2017年4月1日横空出世， 河北雄安新区设

立至今已满四周年。

四年来，雄安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这片

热土发生巨变： 重点片区和工程项目建设全面展

开，京雄城际铁路和雄安高铁站开通运营，张北-雄

安特高压工程建成投运，北京援建“三校” 主体完

工，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白洋淀水质稳定

达到Ⅳ类标准，蓝绿底色逐步呈现，民生和社会保

障持续改善……新时代的“雄安画卷”徐徐铺展。

千年大计，运筹于新时代；未来之城，崛起于新

阶段。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雄安新区大

规模开发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年。雄安新区这

座未来之城，正以实现“新形象、新功能、新产业、

新人才、新机制” 为抓手，以全新姿态向着新征程

阔步前行。

绘蓝绿交织底色 打造生态之城

淀阔水清凭鱼跃，春暖苇绿任鸟飞。目前，雄安

新区606个有水纳污坑塘已全部治理完毕， 淀心区

水质已由劣V类转为Ⅳ类，白洋淀逐步恢复碧波万

顷的美丽风光。“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全

面落实。 ”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

白洋淀作为雄安新区生态建设的重要战场，四

年来，见证着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剧变。

据生态环境部监测，2020年白洋淀水质同比持

续好转，湖心区水质为Ⅳ类，其中四个月为Ⅲ类，定

类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同比下降9.5%，达到十年最好

水平。

今年4月1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

例》正式实施。 作为雄安新区首部地方性法规，它

的实施意味着未来雄安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有

了坚实法治保障。

蓝绿是雄安新区的底色，蓝绿交织是未来雄安

新区的空间格局。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雄安新区蓝绿空间占比要稳定在70%。

蓝主要是指白洋淀， 绿则是大面积的植树造

林。“千年秀林” 作为雄安新区的中央“绿心” ，是

雄安新区城市组团之间的重要生态缓冲区。从2017

年11月13日雄安新区在“千年秀林” 9号地块栽下

第一棵树开始， 截至2020年底， 已累计造林41万

亩，栽植苗木2000余万株。

目前，雄安新区绿色基底基本形成。 雄安集团

生态建设公司高级业务主管黄雪晨表示，新区造林

质量和进度并重，栽植量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

多人在造林施工。

一个“蓝绿交织、清新明亮” 的生态空间格局

正在雄安新区快速形成。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2021年， 雄安新区预计完成2.5万亩造林任务；未

来，新区绿地面积将近百万亩。居民3公里进森林、1

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 街道100%林荫化的美

好生活愿景正一步步转化为现实。

以创新驱动引领 打造智能之城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设立雄安新区的首要任

务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京雄城际已于去年底正式开通，从北京西站

到雄安站最快只要50分钟。 这些重大项目建设，为

雄安新区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下良好

基础。 ” 丛亮表示。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 塔吊林

立、 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之中，“智能”“新技术”

“科技”等特征逐渐显现，“未来之城” 图景愈发清

晰。（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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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

文章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

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全党同志要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

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我

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在庆祝我们党百

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

必然要求。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

第一，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第二，进一步把握历史

发展规律和大势， 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历史主动。第三，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

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

第四，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

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第五，进一步发扬革命精

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 第六，进一

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确保全党步调一

致向前进。

文章指出，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务

求实效。 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立足

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二是要树立正确

党史观。三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四是

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 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

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深交所主板中小板合并

4月6日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深圳证券交易所3月31日发布消息称，日前，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深交所发布合并主板与中小

板（以下简称“两板合并” ）业务通知及相关规

则，明确合并实施后的相关安排，于4月6日正式

实施两板合并。

2月5日，经证监会批准，深交所启动两板合并

相关准备工作。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证监会

统筹指导下，深交所与市场各方一道，按照“两个

统一、四个不变” 的总体思路，扎实开展各项工

作，组织整合相关业务规则和监管运行模式，推动

完成相关指数及基金产品适应性调整， 顺利实施

技术系统改造，平稳推进发行上市安排，各项准备

工作均已就绪。

在两板合并业务规则整合过程中， 深交所对

交易规则、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高送转指引等

7件规则进行了适应性修订，并废止《关于在部分

保荐机构试行持续督导专员制度的通知》等两件

通知，主要涉及删除中小板相关表述、统一高送转

定义、调整相关交易指标计算基准指数、取消持续

督导专员制度等。 上述调整安排于4月6日两板合

并实施时生效。

深交所负责人强调， 两板合并是资本市场全

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于完善市场功能、

夯实市场基础、提升市场活力和韧性、促进资本要

素市场化配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全局具有重

要意义。 深交所将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践行“建

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方针和“四个敬畏、一个合

力” 要求，按照“开明、透明、廉明、严明” 工作理

念，抓实抓细改革落地各项工作，持续完善以主板、

创业板为主体的市场格局， 充分发挥深市市场功

能，更好服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高质

量发展，奋力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

易所，助力资本市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雄安四周岁：

“未来之城” 英姿勃发

●本报记者 倪铭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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