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波 市 市 政 工 程 前 期 办 公 室 拟 建 设

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 （绕城高速-岳林东

路） 工 程 ， 现 进 行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轮

公 示 ， 公 示 详 细 内 容 参 见 宁 波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 网 站 （http://www.nbjs.gov.

cn）。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2017年5月2日

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轮公示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G228 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施工监

理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708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建设资金来源自
筹，招标人为 G228 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
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宁海县西店镇、梅林街道、桥头

胡街道
2.2 项目规模及技术标准：（1）主线 K0+000~K17+555，

路线长 17.555 公里（K17+555~K19+635.781 段不在本次招
标及实施范围），路面385.32千平方米；（2）支线路线全长1.8
公里，路面 40.995千平方米。本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一
级公路标准，支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主线、支
线设计速度均采用 80km/h，达到抵御 100 年一遇的洪水或
海潮防洪标准。

2.3计划施工工期：54个月
2.4 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全过程监理(含施工准备期、施

工及交工验收期)和缺陷责任期监理（不包括爆破安全监理）
2.5监理标段划分及其监理服务期：本项目设一个监理

合同段，监理服务期为 78个月［其中：施工阶段监理 54个月
(含施工准备期 6 个月，施工及交工验收期 48 个月)，缺陷责
任期阶段监理24个月］

2.6质量目标：同施工质量目标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交通

运输部核发的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并在监理业绩、监理
人员和履约信誉等方面具有相应监理经验和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
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4 自 2012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市人民检查院查询无行贿犯罪记
录。投标人应在2017年5月17日16时前，将招标文件最后一
页《查询申请函》填写完整并盖单位公章(附营业执照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拟委任的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身份证(必须于投标文件中的拟委任项目总监理工
程师一致)的复印件，已办理五证合一的单位无需提供组织机
构代码证复印件)提交至或快递至(拒绝到付)招标代理人处
(若快递方式的投标人须向招标代理人电话确认是否收到全
部文件资料)。若逾期未提交的，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4月26日到2017年

5月17日16时（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平台费用 100
元），售后不退。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
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

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4.7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督部门限制投标的企
业，请慎重购买。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叁拾万元
形式：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银行保函中的任一种形

式。
1、若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投标人应在 2017年 5

月 17 日 16 时前（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将投标保
证金由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的银行汇入招标人的指定账
户。

收款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
建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363666921860
采用银行汇票、银行电汇形式的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基

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的复印件。
2、若采用银行保函形式：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

户的银行开具，银行保函应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
投标有效期后 30天内保持有效，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
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采用银行保函
形式的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银行保函的复印件，原件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人。

特别提示:汇(转)款时,不要采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
统”。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招标人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及投标预备会，投标人可

视需要自行前往进行踏勘。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年5月22日09时3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投标文件递交的
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
波市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
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G228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地址：浙江省宁海县西店镇振兴南路158号
邮编：315613 联系人：李成元 电话：0574-59977717
招标代理人：宁波工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兴工三路69号二楼
邮编：315600 联系人：周聪燕 严岳海
电话：0574-65250961

G228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17GC050027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二期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294号文批准建设，宁波市轨道
交通 4 号线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
【2015】445号文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宁波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4号线工程车站设备
系统集成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
专业工程咨询甲级资质；

（2）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以上资质均不含临时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能力（具体内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 2 个标段进行投标，但最多只允许

中 1个标段；如果选择 2个标段的，投标文件应分别编制和装订，

其项目班子可以是同一套班子。
3.4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每个标段不少于人民币6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缴纳方式及截止时间（详见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6

月1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
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同时在宁

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74-87179297

宁波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4号线工程车站设备系统集成服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点：宁波市
2.2招标范围：（1）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人防防护设备

的采购安装、制造、安装调试、验收及售后服务、维修保养及技术
支持（含非标准设备设计）；

（2）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人防工程穿墙预留孔洞封
堵；

（3）轨行区隔断门（防淹门）门槛、排水沟闸板、定位支座钢筋
砼施工、预留孔洞封堵等内容。

数量：人防门（含防淹门）暂定351樘，预留孔洞暂定8200个。
以上内容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用户需求书》。
2.3计划工期：42个月（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定
点生产和安装企业资格认定证书》，且其批准生产品种必须含有

“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
（2）具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颁发的《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

备生产安装行政许可资质证书》，且其批准生产品种必须含有
“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

（3）具有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人民防空与地下空间分会颁发的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和安装从业能力达标企业证书》，且其批准
生产品种必须含有“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具体内容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到 2017 年 5 月 24

日 16时 00分前（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5

月 27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宁
波市江东区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
详见大厅指示屏。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和宁波日报上

同时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民营工业区浦港路66号
联系人：蒋工 张工

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人防防护设备采购安装及预留孔洞封堵工程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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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雄安5月1日电
记者 张旭东 熊争艳 李俊义

王 希 曹国厂

中国人习惯用“满月”来标注新生
命的成长。对于刚刚设立的河北雄安
新区，这一个月举世瞩目，生机盎然。

30天里，在这片具有悠久历史、
浸润红色传统的热土上，人们一边在
不舍昼夜努力守护好“这张白纸”，一
边在紧锣密鼓筹备新区规划建设。

雄安新区，正在悄然向世人揭开
面纱……

希望在升腾——雄安
一出天下名，降以“千年大
计”重任的这方热土涌动着
澎湃生机

“谷雨麦怀胎，立夏见麦芒。”4月
底，安新县大王镇小王营村——雄安
新区的核心地块，千亩平畴，一望无
际。新区设立之时，麦苗才刚返青，如
今已一尺多高，正拔节孕穗。

走进小王营村，街道平静祥和。
“忙，特别忙，从没有感觉时间这

么不够用。”包村干部席艳涛说，小王
营村2000多人，这个月来干部们进农
户、下田地，摸查村情民意。

像席艳涛这样的驻村干部，新区
有1560名，三县557个村实现驻村工
作组全覆盖。

在安新县安州镇东向阳村，蜿蜒
的府河流经村庄，汇入白洋淀。白鹭在
水面振翅低飞，村民在河里采莲藕。

“这是最后一茬麦子了，收了就不
种了。以后淀里水要多了，堤要加宽
了。”村民谷迎德指着麦田对记者说。

安新县赵庄子村地处白洋淀东
北部，明朝永乐年间先祖在此定居，
迄今已600余年。村支书赵文祥说，听
到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乡亲们非常
高兴，听说可能会搬迁，有些舍不得。

“但这是惠及子孙万代的事情，大家
能想得通。”

“新区是金字招牌。”容城县保定
集宏兴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红
说，这一个月来，他接了国内外上百
个电话，相当多是寻求合作的，“突然
感觉炙手可热，下一步我要好好谋划
企业转型升级”。

位于容城县繁华地带的惠友购
物中心，玩具柜台前挂着“雄安新区
我来了”的标语。店员们用小西红柿
摆成“水果地图”标注雄县、容城、安
新位置。

一个月里，不论是清明假期，还
是普通周末，三县都多了一些操着天
南海北口音的外地人。他们在三县政
府门前、广场等地驻足、留影。

“虽然新区规划还没出来，但我
们想来实地看看。”在天津工作的毕
莹和朋友开车赶到雄县，到这里寻找
创业发展的机会。

如今，人们已由最初的惊喜逐渐
归为平静，但大家都知道眼前的一切
景象将改变。

在中央部署下，河北省成立了新

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书记
省长双组长制。

容城县奥威路100号，一座灰色
高楼。4月1日当晚，雄安新区临时党
委和筹备工作委员会几十名工作人
员连夜进驻这里。目前临时党委和筹
委会已接管了雄县、容城、安新三县
人事、党务、社会稳定等工作，开始行
使规划、建设、国土等管理事权，正在
昼夜不舍、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

一个月来，中央各部委、各大金
融机构与中央企业等认真研究、加强
对接，共谋雄安新区发展的千年大
计：国资委表示将推动央企在基础设
施建设、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生态
环保等方面提供支撑；国家开发银行
近期将提供1300亿元资金支持新区
起步区建设……

万事看开头，起步定后程。勃勃
生机，已在这片土地上涌动。

家在安新县西角村的孙浩博满
月了。

4月1日晚7时出生的这个男孩给
全家带来了欢乐，父亲孙贺通乐得合不
拢嘴，连声说：“喜事连连，雄安新区的消
息刚宣布，孩子就出生了。”

孩子已长到十多斤，会在大人的逗
乐下微笑，用眼睛张望这个崭新的世界。

父母给孩子起名为“浩博”，寓意
是：浩然之气、博采众长。恰如外界对
雄安新区的期望。

使命在召唤——国家
大事必作于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确保开好局、起
好步

4月11日，雄县召集来自塑料包
装、压延制革、乳胶制品、电器电缆四
个支柱产业的企业代表开会。

“县里及时传达政策信息，指明
企业今后发展的方向。”雄县鑫丰气
球厂总经理臧志刚说，散乱小污的厂
子肯定没有生存空间了，大企业会统
一搬迁，按规划进入园区。

臧志刚所在的大步村，被誉为
“中国气球第一村”，村里有70多家乳
胶制品企业。雄县全县乳胶制品产量
占国内市场份额约80％。

雄安三县，历史上形成了雄县塑
包、容城服装、安新制鞋等各具特色、
产业链较为完整的传统特色小产业
集群，并呈现出村镇聚集、“大群体、
小规模”等特点，吸引了不少人就业。

工厂搬不搬？搬到哪里去？企业
主和在工厂打工的村民都很关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做好

企业搬迁安置工作。”4月12日，新区
临时党委、筹委会发布“明白纸”，提
出将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建设园区。

“这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可以集
中精力搞企业上档升级了，我们正摸
索研发智能化的鞋。”安新县三台镇
张村工业园区稳步鞋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国宗说。

新区开好局、起好步，当务之急
是维护建设环境，做好管控，守好“一
张白纸”。

设立新区消息刚公布，就有炒房
者连夜蜂拥赶来。当地迅速发布“严
控令”，周边县市也纷纷响应。

“4 月 1 日当晚发现县城有外地
人来炒房的现象，立刻就向筹委会领
导汇报并研究应对措施，凌晨时分集
体约谈全县10家开发商，有效控制了
局面。”容城县委书记商少璞这样讲
述当时的工作状况。

“现在我每天必做的事是走村入
户，了解社情民意，督导驻村干部，及
时发现问题，并召集班子成员商量解
决办法。”他说。

一个月来，新区三县在去年6月
已采取管控治理措施的基础上，又对
规划、土地、户籍、不动产交易和项目
建设实施严格的“五冻结”，周边11个
县（市、区）也同步采取管控措施。

新区决不是炒房的天堂。在有力
有效的管控下，雄安新区经受住了炒
房、落户、炒车等多重考验，新区范围
内没有出现未建先乱、抢栽抢种等现
象。

新区建设好不好，要以百姓满意
程度为标尺。

容城县八于乡大南头村村民张国
军，是一家规模养鸡户。今年3月，已孵
出的小鸡4000余只，都圈养在一个小
的鸡舍里，还有6000只小鸡没孵出来。
而旧鸡舍拆除不久，还没来得及翻盖。

如何严格管控，又解燃眉之急？
在得知张国军的困难后，八于乡

领导立即上门查看，通过与上级部门
沟通，决定临时搭建塑料大棚解决鸡
舍问题。

搬迁、安置、工作、收入，都关系着
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随着新区规划建设
的推进，这些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将一一
触及，相关难题也可能会不断出现。

一个月来，各级干部围绕即将实
施的征地拆迁、腾退安置、施工建设
等工作，入企入户宣传政策、了解诉
求，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雄安新区临
时党委书记袁桐利表示，要突出重
点，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
题。做好安置房建设、企业搬迁等工

作，让群众安居乐业有保障。
新区开好局、起好步，重要基础

是保护白洋淀生态功能和强化环境
治理。

春夏之交，暖风吹拂，白洋淀里
芦苇返青。

白洋淀之于雄安，犹如西湖之于
杭州。水域面积达366平方公里的白
洋淀，生态修复是新区规划建设的重
大工程，绝不能因城废淀。在四面环
水的王家寨村，村民国和子说，这些
年对上游鸭绒厂等污水排放治理不
断加强，淀里水质改善了不少。

4月9日凌晨，从上游水库而来的
清水，流经四县160公里后，流入这个
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这次生态补水
为期两个月，水位预计上涨11厘米。

安新县水利局工程管理股副股
长赵建民说，春季蒸发、渗漏量是最
大的，又少有降水补充，这个季节补水
对改善白洋淀的生态至关重要。

据他介绍，一项为白洋淀“解渴”
的长效机制正在建设中。2015 年 10
月，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开工建设，建成
后每年将向白洋淀生态补水2.55亿立
方米，确保白洋淀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4月26日晚，白洋淀大堤上游人
三三两两，夜空繁星闪烁。常来这里
遛弯的大王镇村民张学斌说，这里水
多，空气好，大家都爱在这里玩，要保
护好。

其实，保护环境的各项行动已在
部署展开。根据安排，周边的保定、廊
坊两市的钢铁产能将全部退出，污染
源将得到有效治理。

未来在铺展——每一
步都是开拓创新，打造落实
新发展理念的典范城市样
本

设立一个月的雄安新区，作为中
国最年轻的都市，未来的气息正扑面
而来。

尽管一锹土未动，但雄安新区的
百姓们都知道，不久之后这片土地将
会有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些外媒也在
猜测这座新城的模样：是打造中国的
硅谷？还是大型企业的聚集地？

两个多月前，在安新县召开座谈
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宣告：雄安
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
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努力
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
范区。

这将是一座规划引领、高点定位

的千秋之城。
雄安新区规划正在周密进行之

中。规划总体形成“1＋N”体系，“1”就
是新区总体规划，“N”就是起步区控制
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规、白洋淀生
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等综合性规
划，以及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体
系、产业布局、交通路网等专项规划。

据介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
求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部署，
去年5月，领导小组办公室就组织协
调河北省等方面着手启动新区的总
体规划、起步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白洋淀生态修复规划和专项规划
编制工作。

4月25日至5月10日，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6家机构参与的雄
安新区规划工作营将重点围绕雄安
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的
总体布局方案开展优化完善工作。

谋定而后动，保持历史耐心，不
操之过急，不走弯路，才能确保一张
蓝图干到底。

“计划将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控
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面向全球招
标，开展设计竞赛和方案征集。”4月
26日召开的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
新区临时党委委员、筹委会副主任牛
景峰说。

这将是一座便捷高效、宜居和谐
的现代之城。

新区建设将紧紧围绕“人”字做文
章，充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配套
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提高对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这里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
融的新型城市。新区筹委会正在为先
行启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项目
做好开工准备。

“基础设施建设，要先地下，再地
上。地下是新区内部骨干路网，汽车
穿梭往来。地上是林带、湿地湖链、公
园、街道，错落有致、融为一体，步行
15分钟即可找到各种生活服务设施。
整个新区便捷、高效、宜人、富有活
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
继孚说。

通衢之地，八方交汇。雄安新区
将加快建设高铁和城际铁路、市郊铁
路以及区域内轨道等多种方式的大
运量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并与城市功
能区紧密结合。

“这样可保证新区到北京、天津
市中心30分钟以内到达，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郭继孚说。

这是一座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

标杆之城。
比肩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的雄安

新区，一问世就承担着新时期改革创新
的历史使命。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解放思
想，打破思维定势，蹚出一条发展的新
路子，为新时期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新区发展的根本在于以改革激
发活力、以创新增强动力，只有改革
创新才能蹚出发展新路，只有改革创
新才能赢得新区美好未来。”新任河
北省长的许勤如此表示。

新区之“新”，在于要打造成体制
机制的创新高地。规划建设所迈出的
每一步都在努力开拓创新：

——以制度改革创新激发活力。
在土地、住房、投融资、环境保护、公
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综合改革、
集成创新。摒弃传统的土地财政老路
子，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模式。

——以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动力。
借力首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科技创
新资源，积极争取国家实验室、科技
创新2030－重大项目在新区落地。

——以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效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精简、高效、
统一的新区管理机构，赋予新区充分
管理权限，创新选人用人机制。

万马奔腾，目标引领。雄安新区
绝非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
区，创新驱动是雄安新区发展基点。

按照中央部署，雄安新区定位首
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
地，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
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

“重点是要紧跟世界发展潮流，
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
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
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
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
发展新引擎。”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
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
名誉主席徐匡迪说。

国资委已表示，大力支持中央企
业将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服
务业企业落户雄安新区。

中科院党组已成立领导小组支
持新区建设。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也
宣布，将在新区超前规划和部署 5G
通信网络，支撑打造智慧高效的新型
城市治理模式。

众志成城绘蓝图，万众一心向未
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各部委
到河北省各部门，新区规划建设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

津冀两地日前已签署了积极推
进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河北官员也到北京学习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经验。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说，有全国
人民的大力支持，雄安新区一定能够
打造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
新发展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
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大好河山，宏图正起。
雄安新区，这座肩负发展新使命

的未来之城，令人无限憧憬……

共筑未来之城
——河北雄安新区设立满月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