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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廊坊

廊坊中级人民法院

开展系列执行专项活动

在全市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钢铁业，今年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加快建设京南重要

交通枢纽、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转型升级引领区、北京非首都功能承载地——

霸州脱胎换骨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
□通讯员 徐 巍 谭继涛

记 者 孙占稳 解丽达

在霸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上，2017
这一年注定将被铭记：

去产能，再跨一大步。在去年化解炼
铁产能156万吨、炼钢产能72万吨的基础
上，曾经在霸州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钢铁
业，今年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增动能，轻装再出发。霸州坚持转型
升级的主攻方向，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
效益，推动全市产业结构减负前行、新旧
动能加速转换。

脱胎换骨为重生，快马加鞭拓新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霸州紧紧抓住京津冀
协同发展和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机遇，加
快建设京南重要交通枢纽、京津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转型升级引领区、北京非首都
功能承载地，争创经济强市，打造生态新
城，建设美丽霸州，为重返廊坊乃至全省
发展的第一梯队砥砺奋进。

历经阵痛，期待浴火后重生

7 月 21 日，备受瞩目的霸州市新利钢
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利钢铁”）钢铁
产能退出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省钢铁煤
炭火电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新利钢铁产能整体退出、设备封
存进行了验收。

此前，新利钢铁已于4月26日全面停

产。该钢厂 2 座 1080
立方米高炉、1 座 150
吨转炉、1 座 120 吨转

炉全部停产，退出炼铁产能182万吨、炼钢
产能270万吨。

“设备主体已全部封存，拆除了高炉
配电柜、转炉氧枪等配套设施，完成了断
水、断电，涉及职工已全部妥善安置”——
验收组的报告显示，新利钢铁符合《河北
省钢铁企业产能交易和置换设备验收办
法》规范，通过封存验收。

寥寥几句话的背后，凝结着霸州全市
上下壮士断腕的勇气决心和破旧立新的
扎实行动。

今年，霸州市坚持把钢铁去产能作为
严肃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从企
业个体看，霸州市两家钢铁民营企业去产
能压力大、难题多。“开始不太理解,后来
认识到去产能是大势所趋，现在不退出，
以后难度会更大。历经阵痛，才能收获新
生！”新利钢铁总经理宋力争表示。

“霸州传统产业占比依然偏高，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尚未形成重要
支撑。必须把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
决淘汰过剩产能，打好去产能攻坚战！”
霸州市委书记房欣说，雄安新区设立后，
他们提出“两年任务一年完、一年任务再
提前”。目前河北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退出已全面启动，力争 9 月底停炉、停产，
年底前整体退出。

然而，民营钢厂短期内整体退出所面
临的许多问题，霸州没有经验可偱。

资金是第一个“拦路虎”。“2017年我市

全部可用财力39.6亿元，除去保运转、保民
生、保发展，可用财力仅2.1亿元，只是去产
能所需资金的冰山一角。”房欣说，金属玻璃
家具产业是霸州支柱产业，上下游关联企业
和产业工人众多，两家钢厂和800多家涉钢
关联企业的转型如何解决是个大难题。

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把握政策的
基础上，霸州创新性地提出了引入华夏幸
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为战略投资者，以整
体收购方式，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政府推动、政策支持”的方法，打造“以企
业转型升级促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区
域转型发展”的去产能新模式。

通过临时留用、向下属公司分流安
置、鼓励其他企业吸纳就业、支持自谋职
业和自主创业、政府购买公益岗位等多种
渠道，霸州对新利钢铁 6872 名职工全部
妥善安置到位。

腾笼换鸟，释放发展新动能

8月5日，霸州云谷第六代AMOLED
项目生产车间及附属用房主体正在加紧施
工，即将封顶，目前完成投资5亿元，并已定
购了生产设备。国内规模最大的AMOLED
模组生产线将在这里建成。“未来霸州云谷
出产的模组将以柔性产品为主，涵盖可穿戴
设备、智能手机、VR显示等应用领域。”项目
负责人张德强介绍，该项目单体总投资60
亿元，被录入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库，代表了
全球OLED产业的最高水平。

越来越多像云谷这样的高新技术产
业项目扎根霸州。“霸州正在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现代物流、信息

服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培育
新的增长点。”霸州市长刘志亮介绍，今年
前 7 个月，霸州谋划运作亿元以上项目
200个，总投资达1738.2亿元。

走进三强家具公司的衣帽架展区，一
款智慧衣架吸引笔者的注意——里面安
装了小型灯和空气净化器，使小小衣帽架
兼具驱蚊、驱虫、净化功能。三强公司经
营总裁肖祥训告诉笔者，三强致力于发展
智慧家具，产品畅销日本、沙特阿拉伯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退二优二”新模式，霸州依托品
牌示范区建设，推动家具制造产业引入

“互联网+”模式和先进适用技术，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钢铁及相关产业最为集中的霸州市胜
芳镇，过去曾因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
环境而备受诟病。两家钢厂整体退出后，霸
州将利用3至5年时间，对胜芳区域800家
涉钢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同时，在胜芳区域
积极发展会展经济、金融服务、科技孵化、
文化旅游、商务休闲等三产服务业，力争将
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打
造生态宜居、科技文化相融的新胜芳。

胜威包装、三强家具、福兴彩印、争荣食
品等一批传统企业通过转型实现华丽转身，
AMOLED、加州原野、稻香村、中公高科产
业基地等一批新兴项目加快建设⋯⋯以落
后产能的退出为契机，霸州腾出发展空间，
优化园区功能布局，引入高附加值产业，统
筹实现去产能增动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区域城乡综合开发同步推进，一个产城融合
的新霸州正崛起在中亭河畔。

本报讯（通讯员王峻峰、王锦妍）“早
就听说金丰农科园了，今天趁周末带家人
一起来瞧瞧，真是不错。”7 月 30 日，专门
从北京赶来的程功一家走进廊坊市广阳
区金丰农科园，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吸
引：漂亮的花卉植被、珍稀的特色农作物、
先进的现代农业设施⋯⋯“在都市里能够
找到回归田园的感觉，让人整个心情都放
松下来了！”程功说。

金丰农科园是广阳区创意农业发展
的一个范例。作为河北省科普示范基

地，金丰农科园以现代工程技术、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为依托，集农业高新技术展
示、高效农业典型示范、现代农业观光旅
游为一体，建成江南果园、精准农业展
馆、农 耕 文 化 馆 和 高 新 技 术 馆 等 四 大
展馆。

如何变区位优势为发展优势，推动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地处京津之间
的广阳区，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设
施农业资源为依托，以“工业化”理念经营
农业，大力推进高端食品生产、高标准生

产基地和高档次观光农业三大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以“菜篮子+休闲观光”为特色
的城郊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初步
形成。

走进润宝农庄，园内小桥流水，空气
中夹杂着泥土的清香。采摘大棚里种着
各式蔬果，还有供儿童游玩的娱乐设施，
棚外养着骆驼、孔雀等观赏类动物，整个
农庄生机勃勃。“原来大棚还能盖成这样，
今天可算长见识了，这创意农业真是不一
般！”廊坊市民路建民带着孩子一边采摘

一边感叹。
结合“大城区、小农村”区情实际，广

阳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
进程，致力于构建新农业业态，先后建成
了一批省、市级龙头企业，建成 6 个大型
生态休闲农业观光园区。该区积极推进
以生态采摘、旅游观光、休闲体验为主的
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假日生态休闲游”旅游品
牌，吸引大批京津游客前来，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聚焦城郊经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广阳区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本报讯（通讯员郝军生 记者解丽达）为使全市
法院以决战状态深入打好“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从 8 月 3 日至 12 月
31日，在全市开展“系列执行专项活动”。

此次“系列执行专项活动”，坚持“一性两化”为
指导。“一性”即强制性，加大对抗拒执行、阻碍执行、
暴力抗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同时充分利用罚款、拘留
以及公诉、自诉两种渠道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相
关人的责任，形成打击抗拒执行违法犯罪的高压态
势。“两化”即规范化、信息化。以信息化建设升级为
着力点，以案件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口，建立科学有效
的执行长效机制，力争年底两级法院执行结案率达
到80%以上。

活动期间，该院将开展“霹雳行动”“清仓行动”
“握拳行动”“春雨行动”，集中解决有能力而拒不履
行的钉子案、骨头案、“老赖”案；对立案半年以上的
长期未结案件进行梳理分类，集中解决一批社会影
响较大的案件，如小额贷款、建设工程、问题楼盘等
涉众案件；集中解决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涉民生
案件，包括涉农民工工资、交通肇事赔偿、赡养抚养
等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付奇鑫、梁静、张洎）香河县安头
屯镇东口头村有一间“党性体检室”，将“党性体检”
融入日常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过程中。村党组
织每季度向全体党员公布包含 5 大类 15 项指标的

“党性体检单”和17项内容的“党性红线警报单”，党
员随时对照，认真查摆自身在党性方面存在的“健
康”问题，发现后及时整改。

三年一次的村“两委”换届工作开展在即，香河
县为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在各乡镇积极推进党员干
部“体检”工作。

“组织聚力、队伍优化、破难攻坚、夯基固本、典
型引领、责任聚焦”——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香河县大力推动“六项工程”，倾力在建章立
制、抓实问效上下功夫，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全
县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

每年年初，香河县委书记都会与各基层党组织
签订党建责任状，细化量化工作目标，做到“书记抓、
抓书记”——这就是该县积极推动的“责任聚焦”工
程。他们建立起抓党建责任清单，明确要求党委书
记亲自谋划党建工作，将基层党建与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大气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同部署、同推
进。工作目标落实之后，定期开展书记述职评议，建
立基层党建问题、任务、责任“三个清单”，明确完成
时限、工作举措和具体责任人，同时进一步提高党建
工作在考核中的比重。

“六项工程”同步推进——“组织聚力”工程优化
组织设置，提高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覆盖
率；“破难攻坚”工程着重啃下“后进村”组织涣散、经
济薄弱、信息化水平低的“硬骨头”；“夯基固本”工程
拿出村级组织工作经费4153万元抓党建工作，确保

“有钱办事”，在全县全面推开的“六项工程”让香河
县基层党建工作提档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李伟、孙明
旭、周宝龙）在近日召开的全省质
量工作大会上，三河市有19家企
业获得各类名优奖项21项，其中
河北省名牌产品7家，河北省服务
名牌5家，河北省优质产品企业9
家。截至目前，三河市获得省级
以上质量奖项累计达到26项。

近年来，三河市始终坚持“质
量兴市”的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名
牌战略、推动名优品牌培育，制订
完善鼓励政策和保护措施，引导、
激励广大企业积极采用国际先进
标准和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树
立品牌意识，有效提升了工业产
品质量和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各类奖项的获得有效地推
动了三河质量兴市、名牌兴企战
略的深入实施，提高了企业知名
度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香河

“六项工程”促基层
党建工作全面提升

三河

获26项省级以上质量奖

本报讯（通讯员门丛硕）近
日，固安县举办专题讲座，特邀北
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
授、副主任董晓宇作《创新社会治
理助推文明城市创建》专题授
课。该县四大班子领导，各乡
（镇、区、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县直各单位、中直省直驻固安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副科级干部代
表500余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围绕固安发展实际，从城
市治理存在的问题、城市未来发展
的方向、以改革改进城市治理工作
三方面，阐释了如何创新社会治
理，准确把握城市转型发展和以新
改革推动城市新治理，政府依法行
政与市民素质提升等问题。

固安

举办创新社会治理
助推创城专题讲座

本报讯（廊纪宣）两个专项工作开展以
来，廊坊市把维护好、实现好群众利益、增强
群众获得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深入一
线调研走访，选取容易滋生“蝇贪蚁腐”的国
土资源、惠农资金、民生保障资金、农村卫生
室建设资金等重点领域作为整治对象，全面
肃清“蝇贪蚁腐”，使民生“奶酪”完完全全落
实到群众手中。

深挖国土资源领域“地老鼠”。廊坊市毗
邻京津，寸土寸金，为严惩违法占地行为，廊
坊启动了国土领域“微腐败”专项整治，地毯
式清查摸底，对违法占地图斑逐宗梳理和清
理。针对国土资源领域违规违纪问题线索，
市、县两级纪委共梳理出可查性线索305条，
其中了结45条、初步核实92条、立案71条、

移送司法机关3条，处理党员干部55人。全
市共有 51237 名党员干部签订了不存在“微
腐败”问题承诺书，49 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
织报告了自身存在的“微腐败”问题。

保障惠民资金“颗粒归仓”。为斩断伸
向惠农资金的黑手，廊坊启动惠农资金落实
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行动，明确 12 项清理
重点，开展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逐项摸清
各部门涉农资金性质、规模、流向等情况，有
的放矢，靶向清理。截至目前，共清理发现
问题 517 件。他们坚持边清理、边整改、边
完善，同时推行村干部换届离任审计等制
度，用制度堵塞漏洞，巩固清理成果。

堵塞民生保障渠道的“跑冒滴漏”。廊坊
启动民生领域不规范问题专项清理行动，对

救助对象和困难情况逐人（户）排查，对信访
案件、落实标准、资金配备、制度建设、台账建
设逐项排查，对资金使用逐项审计，严格清理
应救未救、应退未退、关系保、政策保、误保、
骗保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
切实将民生“红包”落入困难群众的口袋。截
至目前，清理排查出的问题线索8496件。

严防农村卫生室建设资金移位挪用。为
肃清挪用截留农村卫生室建设资金等行为，廊
坊启动专项清理行动，从每个卫生室和资金使
用每个环节逐项排查，清理项目资金拨付迟
缓、截留挪用、配套不到位、补助资金未足额发
放、村卫生室产权不清晰、未按标准施工、党员
干部在村卫生室建设中违规违纪等 7 类问
题。截至目前，清理发现的问题线索105个。

将国土资源、惠农资金、民生保障资金、农村卫生室建设资金等重点领域作为整治对象——

廊坊着力“靶向施治”推进两个专项工作

近来，安次区持续保持对“双违”的严打高压态势，截至目前，全区共整改 2014—2016 年度土地卫片图斑 186 个、850余亩；区人民
法院2014—2016年度已下裁决的违法用地218宗，已整改到位186宗。 庞博 石玉影摄

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市

本报讯（通讯员王猛、高志丹 记者解丽达）8月
7 日上午，文安县赵王新河省级湿地公园建设现场，
挖掘机、运输车、混凝土等重型机械正在紧张施工。
今年文安县争取项目资金 4400 多万元，修建堤顶
路，开挖荷塘，种植绿化苗木等，逐步恢复赵王新河
湿地风貌。

今年以来，文安县紧紧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目标，抢抓建设京南生态走廊和平原森林城市
战略机遇，全面推进生态修复工程，持之以恒地推进
植树造林。今年县政财出资2000万元，社会投入资
金 8000 万元，加上其他资金，共投入资金 1.1 亿元，
创植树造林投入历年之最。

今年春季，文安共完成造林54427亩，其中1000
亩以上片林 6 块，500 亩至 1000 亩之间片林 10 块，
100亩至500亩之间的片林81块。环保部门统计显
示，今年文安县空气质量持续好转，上半年空气综合
指数为7.36，同比下降13.1%，下降率居全市首位；4、
5、6三个月空气质量全市综合考评排名第一。

文安

今年投入1.1亿元植树造林

8 月 4 日，廊坊市广阳区吉兴社区志愿者
在查阅志愿服务“爱心存折”。

今年年初，吉兴社区成立了廊坊市首个“爱
心储蓄银行”，志愿者的服务信息存储在“爱心
存折”中，获得相应数量的积分就能兑换爱心服
务或礼品，也可将换取的免费服务项目转送给
需要帮扶的困难人群，实现爱心服务再奉献。
目前，已有100余名志愿者拥有了爱心银行“专
属账户”。 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