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宫

发展黄韭产业助群众脱贫致富

临城

建立非公企业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本报讯（赵英丽、王志红）1月15日，临

城县非公企业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热闹异常，
来自该县西部深山区的稞源农业开发公司
员工篮球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稞源公司
负责人李彦岭说：“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可
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是以前
我们没有场地。服务中心成立后，设立了专
业化的球场，我们就可以经常到这里安排文
体活动。我们非公企业的党员职工也终于
有了自己的活动阵地和精神家园了。”

“非公企业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由县财政
投资230万元建成，2017年11月正式投入使
用。”临城县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
赵会学说，非公党组织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本着“固本强基、规范提升”原
则，从强化基层党建工作入手，构建了“整体
推进、重点打造、示范引领”的非公企业党建
阵地建设大格局，全力打造了集服务、管理、
教育、智慧、娱乐“五位一体”的非公企业党群
活动服务中心。

该中心建有“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

党群活动室、电子阅览室、功能服务区、党
建文化区和健身区，囊括了党务服务、政策
咨询、帮扶救助、人才中心和法律援助等 7
项 28 个服务项目，延伸了党建工作的触
角，扩大了功能覆盖的半径，构成了党建带
群建、群建促党建的新局面。

“以前在私企开展党建活动是有心无
力，现在党建指导站不仅直接解决了企业
活动场所难题，还指导企业开展各种活动，
对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起到很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党建指导员张荣江深有感
触，“过去，私企更注重抓生产和效益，党建
活动很少且流于形式。如今，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组织生活会均及时召开，私企党员
职工的参与积极性也日益高涨。”

2017 年底，临城固实水泥公司因扩大
规模急需招募一大批工人，县非公经济和
社会组织党工委及时与县内 6 个精准扶贫
移民搬迁村取得联系，举办了移民搬迁人
员就业交流会，成功使 130 名移民搬迁人
员在固实公司就业，这样既帮助公司解决

了用工难题，又使贫困户实现就业。
“非公党建活动的落脚点就是增强党

组织感召力和凝聚力。而这需要通过实实
在在的帮扶措施来体现。”赵会学说，本着

“党群联动、活动联开”原则，以中心为平
台，积极整合工青妇及机关、农村、学校等
资源优势，大力实施非公党建+系列活动
管理办法，把年度工作以季度为单位统筹
安排，每季度开展一次“进企入社”帮扶活
动，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及非公党工委成员
深入联系点调研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根据
党员、职工不同需求讲一堂“红色党课”；组
织开展“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和“科技创新
争一流、技能比拼我第一”两个专项活动；
每月第一个周五，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党员
活动日”活动等。仅两个多月，该中心就组
织全县非公企业参加集体活动 153 次，其
中深入一线调研 36 人次，解决企业、职工
实际困难 42 个；开展志愿者服务、组织外
出观摩、开展文体活动等 67 次；举办培训
班、法律公开课、技能竞赛等10次。

本报讯（许文、刘华晶）寒冬时节，南宫
市北胡办事处高家庄村机器轰鸣，人头攒
动，该市蓬勃黄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300 多名工人正在进行黄韭盆景装盆、封
箱、贴标作业。这是该市发展黄韭产业帮
助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南宫市为做大做强黄韭及黄韭盆景产
业，发挥去年黄韭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的优势，引进山东一家农业科技公
司在该市建立了黄韭产业园，成立了南宫市

蓬勃黄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从高家庄村农
户手中流转土地2000亩，建成了集科研、生
产、销售、培训于一体的黄韭产业基地。同
时，在黄韭产业种植集中的其他两个村，以
农业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建立种植示范基
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中建设高标准蔬菜大
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市场+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发挥了“1+1﹥2”的效果，使该
市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黄韭种植
基地。目前，该市黄韭大田种植面积9000
多亩，黄韭温室种植面积405亩，年产黄韭
300多万公斤。其中，年产黄韭盆景已达百
万余盆，畅销京津沪等10多个省市。

黄韭原来由于种植面积小，运输不便，
只限于当地市场。不少韭菜根被农民弃置
田间地头。近几年随着运力增强和融观赏
与食用为一体的黄韭盆景诞生，为产业振兴
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机遇。为此，该市因势利

导，在扶持黄韭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
向科技要效益，与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科研院所+基地”实
验室，先后多次邀请农业专家举办技术培
训，并及时为龙头企业流转的土地安装了喷
灌等水肥一体化节水设施，引导符合标准的
龙头公司使用国家地理标志防伪码，扩大了
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品牌黄韭产业的健康
发展也加快了农民的增收步伐。据从事黄
韭生产的工人反映：“在基地打工一天可收
入 70-80 元，一冬天下来一个人可以挣
6000多元，有的基地还免费提供午餐，另外
加上租地的收入，一个人可以拿到近万元的
收入，比自己种地收入翻了一番多。”

不久前，在2017年中国国际食品博览
会上，不少客商品尝着黄韭馅饺子，望着一
排排黄韭盆景大加赞赏：黄韭能吃能看，真
是一举两得啊！

目 前 黄 韭 大 田 种 植 面 积
9000 多亩，温室种植面积
405 亩，年产黄韭 300 多万
公斤。其中，年产黄韭盆景
已达百万余盆，畅销京津沪
等10多个省市

靳保芳荣获中国能源

创 新 企 业 家 称 号

去年 278 辆重型
车辆被强制注销

本报讯（王丽英）笔者日前从
第三届中国能源发展与创新论坛
暨2017年度中国能源创新企业
家表彰会上获悉，晶龙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晶澳太阳能公
司董事长靳保芳荣获“2017年度
中国能源创新企业家”称号。

靳保芳满怀着对光伏产业的
一腔热忱，将晶龙集团打造成全
球新能源行业顶级企业，目前拥
有30多家控股公司和子公司，在
国内设有11个生产研发基地，在
海外设有2个生产基地、56个分
支机构，产品涵盖了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近
10%。在2017年，他带领团队坚
持以核心技术为引领，深耕新能
源的基础研究，专注制造更优质
的组件，技术水平保持业内领先
6至12个月，其高效单晶组件和
高效多晶组件功率分别达到了
300瓦和275瓦以上，是市场上同
类产品中最高功率的组件。公司
新开发的60型单晶PERC组件功
率达到了326.67瓦，是目前全球
60型单晶PERC组件最高功率，刷
新了世界纪录。

本报讯（记者黄清标）记者日
前从邢台市交警支队获悉，2017
年，该市共有7辆重型货车和271
辆重型挂车因连续3个机动车检
验周期内未取得相关合格标志，
已达到报废标准，被强制注销。
交警提示：这些车辆的所有人请
速到公安交警部门办理车辆报废
手续。一旦这些车辆上路行驶，
路面执勤民警将迅速查扣车辆并
强制报废，其驾驶人将按照规定
被处以2000元罚款并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

同时，该市有1032名持有A、
B类驾驶证驾驶人因记满12分被
降级，只能驾驶比其最高准驾车
型低一级别的车辆。

近年来，南和县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广麻山药规模化种植，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目前,该县麻山药种植面积3000余亩，产品销往京沪等大城市，并出口韩国、
日本等地。这是日前南和县瓦固村村民在准备将麻山药装车外运。 记者 赵永辉摄

日前，临城县西竖镇乱木村的日光大棚里，喜获丰收的错季草莓引来游客采摘
品尝。近年来，临城县在黑城乡、西竖镇发展草莓种植 200 多亩，通过打造集采
摘、旅游和农家体验于一体的草莓生态产业园区助农致富。 王如俊 赵英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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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龙头带动、品牌建设、基地支撑”四大战略

邢台全力构筑食品产业新高地

市 招 商 一 部
签约项目57个

总投资额1237.34亿元

邢台第二届冰雪节启幕

隆尧

完 成 38 项
电能替代项目

本报讯（记者黄清标 通讯员杨永
丽）走进位于隆尧县的今麦郎食品有限公
司，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高端智能化项
目正在升级，投产达效后，可新增销售收
入 46 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今麦郎。“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
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说到
我们的心坎上了，让我们的信心更足了。”
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运营中心总经理李
锋表示。

食品产业是邢台市七大优势产业之
一。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该市食品产业
形成了以方便食品、饮料、饼干、糕点、淀
粉及淀粉制品为主，门类齐全的生产加工
业态，培育了金沙河面业等一批优势企业
和华龙、今麦郎、富岗等中国驰名品牌。
近年来，该市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契机，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
向，通过实施“创新驱动、龙头带动、品牌
建设、基地支撑”四大战略，推动关联企业
集聚，促进产业区域化配套，培育全产业
链企业、冷链物流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

平，努力构建以方便食品为主导，以大宗
食品为支撑，以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为特
色的现代食品产业体系，全力构筑食品产
业新高地。

该市结合各县（市、区）资源、区位、产
业发展等基础，将食品产业空间布局定为
一带、二区及多点，即在西部太行山综合
开发利用带依托沙河、临城、内丘等县

（市）特色农产品，突出发展果品精深加工
业；努力将隆尧县东方食品城打造为中国
现代食品工业基地，规范引导宁晋县饼干
糕点集中生产区成为京津优质饼干糕点
生产供应基地；柏乡、南和、南宫、临西、威
县等县（市）分别依托当地相关龙头企业，
重点发展面粉及其他农副产品深加工业、
以肉蛋奶为基础的食品深加工业、苹果及
干果精深加工业等。

与此同时，该市加大了对专业市场的
规模化开发。在临西，光明集团全球单体
最大的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总投资 156 亿元的 13 个合作项目加快推
进，一个辐射带动邢台全域、投资超百亿、
年销售收入近 200 亿元的现代产业园区
已现雏形。在宁晋，玉锋集团大力实施延
伸产业链和产业提升项目，依托高科技把
玉米“吃干榨净”，成为玉米深加工产业园
区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园区。1 月 13 日，
邢台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滏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调整及控
制性详细规划，支持该开发区打造中国人
喜爱的食品工业基地、适合中国人体质的
食品研发基地、中国高端的食品机械制造
基地，成为中国知名食品园区。

邢台市发改、工信、商务、食药监、财

政等相关部门成立市食品医药产业发展
协调小组，定期协调解决食品及医药产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相关人士受聘组成食
品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为政府
在食品产业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在政
府的扶持下，该市食品医药重点企业全部
建立了技术研究中心，食品行业科技研发
经 费 占 食 品 工 业 产 值 的 比 例 达 到 1%
以上。

据了解，未来 3 年，邢台市将依托区
位优势和农业资源，继续抢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以提质量、增效益、
创品牌为主攻方向，以“稳定面食、开发饮
品、突破肉食”为发展重点，积极培育龙
头、创新型企业，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
有效巩固发展全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基
地，建设京津冀粮食深加工基地，建设辐
射冀中南的区域性饮料生产基地，打造新
业态食品流通中心。到 2020 年，全市食
品工业产值将达到 400 亿元以上，食品产
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1.5∶1；全
国知名品牌达到 10 个以上，特色品牌企
业达到 8 家以上，产值超过亿元的新兴品
牌企业达到20家以上。

到 2020 年，全市食品工业产值将达到 400 亿元以上，食品产业总
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1.5∶1；全国知名品牌达到 10 个以上，特
色品牌企业达到 8 家以上，产值超过亿元的新兴品牌企业达到 20
家以上

本 报 讯（记 者 邢 云）从 邢 台 市 发 改 委 获 悉 ，
2017 年初成立的市招商一部围绕先进设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 4 个产业板块开展招商
工作，效果明显。目前已签约项目 57 个，总投资额
1237.34 亿元，包括先进装备制造项目 10 个，新能
源新材料项目 12 个，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项目 3 个，
三产融合食品医药项目 6 个，生命健康项目 7 个，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项目 7 个，节能环保项目 8
个。其中，已开工项目 29 个，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01.34 亿元。

据了解，紧抓项目洽谈签约的同时，市招商一部
紧盯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进度，搞好督促协调和帮扶；
开拓全市风电、供热、供水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市
政设施等资源，吸引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建设及产业
类项目；深挖入驻邢台市的央企、知名民企的产业龙
头潜力，带动了一大批配套项目或企业入驻；结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全市产业布局，进行产业分析，提供项
目指导，做到精准对接、精准服务、快速签约、快速
开工。

本报讯（记者邢云）1 月 12 日，邢台市第二届冰
雪节暨邢台市直单位干部职工冰雪趣味运动会在天
河山滑雪场拉开帷幕。这标志着该市全民冬季健身
运动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本届冰雪节除设立勇攀高峰、齐心协力、极速
60 秒、积极向上等常规比赛项目外，还有雪地香蕉
船、雪地悠波球、雪地碰碰球等娱乐项目。

据悉，本届冰雪节将持续至 2 月 28 日。期间，
邢台市体育局与天河山旅游区将联合推出冬季职工
欢乐冰雪体验季、冰雪运动进校园冬令营、青年欢乐
冰雪运动赛，妇女欢乐冰雪联谊会等系列活动，让广
大群众畅享冰雪之趣。

本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潘志芳）“煤改电以
来，天儿变得更蓝，生活也更舒心了。”日前，隆尧县
固城镇党委书记张现彬说，大家对煤改电的效果很
满意。据了解，隆尧县针对煤改电工程建立协同机
制，全力服务汽配铸造、钢钉生产、阀门铸造等企业
实施煤改电，目前已完成 38 项电能替代项目，实现
电能替代电量1.01亿千瓦时。

河北百龙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是固城镇汽
配工业园区的支柱企业之一，厂长张彦彬说，煤改
电后，新装中频电炉 2 台，新上变压器 3 台，表面来
看一次性投入很大，电费也增加了，但减少的人力
成本每年可达 80 万元左右，同时省出了维修费、附
属设备维护费等，企业在升级改造的同时还保护了
环境。

本报讯（关丽华）内丘县紧盯重点行业稳定达标
排放和总量减排目标，深入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综合整治，目前已对 9 家化工企业和工业喷装企业
实施了治理，进行了环保监测和验收。

2017年，内丘县制定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
专项实施方案，对全县化工类（医药、农药等）、工业
涂装类（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制造、家具制造等）、包
装印刷类等重点行业进行了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整
治，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初步建立起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长效机制。

下一步，该县将建立健全重点行业治理台账，强
化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控，实施化工行业综
合治理，深化印刷行业综合整治，推进工业涂装整治
升级，有序开展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3 年内
全县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全面完成低挥发性原
辅料替代、清洁工艺改造和末端废气治理，排放总量
进一步降低20%以上。

内丘

综合整治挥发性
有 机 物 污 染

“这份扶贫挂历上还有扶贫干部的姓名和
联系电话，我们有啥事找他们更方便了。”日前，
巨鹿县西宋庄村贫困户宋修申（左二）收到挂历
后高兴地说。巨鹿县检察院分包了该县王虎寨
镇西宋庄村112户贫困户。为了让群众更便捷
地了解扶贫政策，检察院梳理了扶贫政策信息，
精心制作成挂历，发放到贫困户手中，还为9户
未脱贫群众送去了过冬棉被。 闫丽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