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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到2022年，全市农业特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农业增加值50%以上，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0亿元

辛集编制“明白纸”
优化政府采购项目流程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日前，辛集市出
台《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
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提高农业综合
效益和竞争力，加快辛集生产向辛集特
产、辛集产量向辛集质量、辛集产品向辛
集品牌转变，努力构建更高质量、更强竞
争力、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农产品供给
体系。

《意见》提出了总体目标：到 2022 年，
全市农业特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农业增
加值 50%以上，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30 亿
元。农业特色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
60%以上，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覆盖率
达到 75%以上，区域公共品牌达到 5 个，
特色农产品占种植面积20%以上，特色畜
产品产量占10%以上。

积极谋划特色产业优势区和集聚区

该市将结合土地等自然资源和生态
条件，规划一批特色主导产品适宜发展
区。瞄准市场需求，规划竞争力强、经济
效益高、带动作用大的农业特色产业，引
导资源要素聚集，建设特色产业优势区和

集聚区。
依托辛集市马兰现代农业园区，大力

推进节水小麦育繁推一体化基地建设。
以 3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为基础，以中国农
科院、石家庄市农科院等 17 家科研院所
为技术支撑，以马兰农场和河北大地种业
研发基地为主体，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建
设以节水小麦育种为核心、玉米青贮及全
程社会化服务为两翼的新型现代化主粮
种业产业园区。

以田家庄乡东张口村为核心，大力发
展平菇、香菇、黑木耳等食用菌种植，力争
到 2022 年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 1800 万
棒，日产菌棒 20 万袋，年秸秆消化能力
6.2 万吨，使全市林果资源转化为食用菌
产业的优势资源，实现每亩林地年增收万
元以上的目标。

以张古庄镇为核心，大力发展草莓、
甜瓜轮作种植模式。通过千亩果蔬无公
害基地建设和温室大棚升级改造工程，不
断提升园区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吸引更
多的富余劳动力加入到无公害蔬菜生产
中 来 ，力 争 到 2022 年 ，辐 射 带 动 周 边
6800 余户菜农发展温室大棚，总规模达
到2万亩以上。

全力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抓好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建设。在优
势产区，扶持发展一批带动能力较强的龙
头企业，大力发展以农户为基础、基地为
依托、企业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
式。规范对专业合作社的管理，加强组织
制度、财务制度、利益联结机制建设，帮助
其不断提升质量，增强联动能力，发挥带
动作用。

完善市场体系。根据生产区域，优化
批发市场布局，突出抓好产地市场和田头
市场建设。创新交易方式，积极推行网上
交易、集中配送、连锁经营等新型交易方
式。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中
介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培育市场主体。探
索新型营销方式，推行无公害特色农产品
在大中城市的配送、直销和连锁销售。

争创名牌产品。对于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在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农产品，
扶持和鼓励企业、合作社等组织申报名牌
产品，同时，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和市场占
有率。抓好产地环评和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无公害农产品申
报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通过提升特

色农产品品质，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专项资金支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

从 2019 年起，辛集市财政将每年拿
出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
投资设施农业，鼓励经商大户采取合作、
参股、独资、承包等形式参与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

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同科研院所开
展合作，不断加强特色品种选育，研究集
成配套技术，提高特色产业发展的科技支
撑能力。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建立与特色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农技
推广联盟，支持农业科技人员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同时，加强特色农产品检测监控。强
化产地环境认定，全面开展环境评价，未
达标土地不准种植特色农产品。强化农
产品质量监控，选择重点乡镇、批发市场、
生产基地和企业建立检测点，建立健全农
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对特色农产品产区、
市场等加大质量检测力度，未达到质量安
全标准的特色农产品严禁上市销售，确保
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

□新华社记者 秦婧 徐步云

纽扣、拉链、皮尖子⋯⋯这些制衣
车间随手可抓的辅料、残料，经匠人之
手“点石成金”，变为一件件精妙绝伦
的工艺品。在享有“中国皮都”之称的
河北省辛集市，老皮匠们凭借另类思
维，玩起了新“花活儿”。

在辛集一家制衣企业的展厅里，
设计师刘玉兰指着一幅《溪山行旅
图》介绍：“这幅图是我们用 5 万颗裘
皮钉子制作的，通过钉子的疏密布局
与砸进画板的深浅，来体现画面的色
调和层次。”远远望去，茂密丛林、白
色飞瀑、亭台楼阁，以及山路上的游
人和骡马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北宋范
宽的这幅墨笔画被裘皮钉子演绎出另
一个版本。

40 多岁的刘玉兰，已经在制衣行
业摸爬滚打了20多个年头。她把一颗
匠心倾注于服装设计，一张张皮革、皮

草、羊绒面料，在她的图纸上被赋予新
的灵魂。但是，市场无形的双手逐渐拉
大同质化的怪圈，刘玉兰不得不在创意
上多下文章。“设计一件新款服饰，往往
需要几个月时间，但是进入市场后，仿
制它只需要几天。所以我们把创意融
入企业品牌，向客户展现我们一直在求
新、求变的思维和理念。”

展厅里的一幅幅画作便是刘玉兰的
创意。由上万颗纽扣创作的《红梅》、几百
条拉链组合而成的《崇山峻岭》、羊绒面料
拼接的《黄河瀑布》⋯⋯制作服装的原材
料经过艺术创作，变为一幅幅令人叹为观
止的艺术品，而这些面料、辅料不但可以
穿在身上，还能挂在墙上供人欣赏。

创新不单单是年轻人的标签，辛
集老一辈的匠人玩起新“花活儿”来同
样炉火纯青。邢敬品是辛集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皮贴画的传承人，虽
然已经年过古稀，但她坚持在皮贴画
的创作上不断革新。

“以前的作品大多取材皮革的下
脚料，内容是‘五子登科’‘花开富贵’
等传统的大众题材。现在，业务拓展
到私人定制，比如可爱的卡通形象、富
有艺术气息的抽象画等。”邢敬品说，
为了迎合当代消费者个性化的审美需
求，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他们还利用人
造革特殊的纹路，在画面内容上融入
现代元素，使作品风格更加多变，很受
青睐。

如今，辛集市正将皮草生产、匠心
文化、皮草研学有机融合，通过建立文
化创意型工业旅游景区——皮都工匠
坊，以“展览+体验”的形式，让游客亲
身参与各类皮革制品的手工制作，感
受勤勉细致的工匠精神。“未来，我们
将进一步做大文化创意工业游，让皮
革制品搭上文创的顺风车，在国内乃
至国际上赢得更多关注的目光！”辛集
市文广新局局长马怀建说。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1日电

老皮匠玩起新“花活儿”

本报讯（尹薇）日前，来自衡水、沧州、石家庄、邢台等
地的400余家旅行社对辛集市旅游精品路线进行踩线考
察，实地感受“辛皮都、集大美”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本次旅游踩线考察活动参观的旅游景点主要
包括澳森温泉、澳森酒店、名花皮毛陈列馆、国际皮革城、
皮都工匠坊等辛集市特色旅游项目。衡水市嘉华旅行社
市场部经理张心爱说，近年来，辛集市不断提升旅游环境
和服务，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人气很旺。

400余家旅行社考察
辛集旅游精品路线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 通讯员尚玉霖）今年以来，为
积极落实“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采购效能，辛集市政府
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在优化采购项目流程、厘清政府采
购监管职责、服务政企融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
显著成效。

该市创新性地编制了《政府采购明白纸》，以简明扼
要的形式概括了政府采购准备资料、专家论证、发布公告
等五大关键环节及具体执行的18个关键事项，明确了采
购活动备案审批审核的范围、实施顺序、报送资料及时间
要求等重要事项，以方便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按规范程序
组织采购，进一步梳理简化了政府采购程序，做到有据可
依、有理可循。

遵循“财政引导、市场运行”的原则，积极为银行和供
应商的信用融资搭建平台，提供双方对接机会，使供应商
能够凭采购合同直接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降低供应商
的资金压力，提升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积极性。

依托省财政一体化平台，对各部门上报项目进行审
核，对无预算和超预算的项目不予进行政府采购，促使政
府采购项目依法进行；重大项目实行专家论证制度，对数
额较大、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关系到公众安全的重大
项目采购文件实行专家论证制度。

本报讯（张娅）日前，由共青团辛集市委、辛集市科技孵
化中心、辛集市就业服务局主办，辛集市青年创业中心承办
的集创空间第一期创业沙龙圆满落幕。30多位来自该市
各行各业的创客、小微型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具有多年企业高管实战经验的企业
管理咨询专家檀文玉进行指导。活动现场，檀文玉在了
解了各个企业规模、运营状况后，与创业者们就企业发展
中团队管理、人才引进、业务对接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
交流，并为企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切实解
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据了解，创业沙龙是辛集市青年创业中心为企业及
创客们打造的系列交流活动，今后将继续为当地创客提
供系统化、可操作性强的实践能力训练。辛集市青年创
业中心副主任付珈宁表示，以后的活动会尝试举办一些
沙盘演练，提升创客们的实战能力。

集创空间第一期
创业沙龙落幕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近日，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公
开宣判一起涉黑案件，51人受到法律制裁。

裕华区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吕某某自 2012 年 8
月被假释后，逐步笼络了前科劣迹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
并在辛集市某步行街租赁门脸房开设茶楼作为该组织活
动据点。2014 年以来，吕某某等人为维护其组织利益、
扩张势力范围，先后在辛集市各地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
禁、寻衅滋事等 36 起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吕某某
为组织者，被告人温某某、张某甲为骨干成员，被告人魏
某等5人为积极参加者，被告人刘某某、丁某等人为参加
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暴力、威胁手段，多次有
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社会危害性极大。

吕某某等51名被告人的行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
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斗
殴罪、寻衅滋事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根据各被告人
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及各自所犯的罪行，裕华区
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吕某某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剥
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两名骨干成员
温某某、张某甲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罪
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并处罚金；对其余48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
拘役五个月不等的刑罚，部分被告人被处以罚金。

辛集一涉黑案件公开宣判
51人受到法律制裁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 通讯员房晓
坤）日前，辛集市千余名干部群众在和睦
井乡西理顺井村共同参加冬季植树造林
活动，拉开了该市冬季植树造林的大
幕。按计划，今年冬季辛集市将在城区
周边、工业园区等 1.4 万余亩的重点区
域植树15万棵。

挖好树坑、放入树苗、扶正培土、提
苗压实，参加植树的干部群众每一道工
序都一丝不苟，合力栽下一棵棵白蜡、法
桐、国槐树苗。

植树机在拖拉机的牵引下，在林

地上开出一道道植树沟，两名工人按
照 一 定 株 距 将 树 苗 投 放 到 沟 中 ， 随
后，植树机覆土压实装置将树苗根部
土壤覆盖压实。种植完成后的树林株
距、行距均匀，整齐划一。“一辆植树
机每天可以植树 4000 余棵，平均 7 秒
就可以种 1 棵树，技术先进，操作简
单，能最大限度降低植树成本，实现
高质量造林。”辛集市林业部门的工作
人员说。

《辛集市2018年重点区域冬季植树
造林实施方案》提出，绿化植树应避开基

本农田，要宜林则林、宜果则果，采取林、
果结合的方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辛集市确定了 2018
年冬季植树造林重点区域：辛集镇、田
家庄乡、新垒头镇、位伯镇、前营乡、和
睦井乡、新城镇、马庄乡、南智邱镇、开
发区；主要树种为白腊、法桐、国槐、槭
树等。绿化树木种植完成后，由村集体
统一管理，除灭林间杂草，禁止种植粮
食等农作物，保证种植成林，所有权归
村集体。

今冬将在重点区域植树15万棵

本报讯（李晴宇）近日，辛集市衡井线
与东华路交叉口升级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正式通车。

衡井线与东华路交叉口升级改造工程
包含东华路北段、东华路南段、衡井线与安
新线分流段等路段，涉及改造路段全长
223.42 米。该路段由于自身几何特征的局
限性和交通运行特殊性，造成诸多交通安
全隐患。此次改造工程对东华路北段进出
口道和东华路南段进出口道进行渠化，路
基宽度展宽到 20.5 米，进口道展宽段长度
为 40 米，渐变段长度为 20 米；出口道展宽
段长度为 50 米，渐变段长度为 25 米。此
外，道路两侧各设置一条直行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由双向两车道改为双向四车道，
有效缓解了各类交通问题。

同时，在交叉路口四个方向均设置信
号灯、电子警察和视频监控设施。在安新
线由北向南方向的路东侧设置一组电子警
察抓拍设施，禁止车辆左转进入弯道行
驶。在利用原有标志的基础上，增设相应
标志标线等相关交通安全设施。在衡井线
与安新线分流段设置中央隔离护栏约 270
米，分隔交通流。

衡井线与东华路交叉口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完 工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为提高户外广告
牌匾设置管理水平，营造整洁、优美、舒适
的城市空间环境，近日，辛集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统一部署，对城区道路违法设置
的各类户外广告牌匾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和提升。

该局组织召开了规范户外广告牌匾工
作协调会，全面开展摸底调查，建立整治台
账，分类推进整治工作，对城市主次干道、
沿街两侧和户外公共场所等各类户外广告
和门头牌匾进行全面清理规范。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97
人次，执法车辆 46 台次，专业机械吊车 2
台 ，共 拆 除 135 块 违 规 广 告 牌 匾 ，面 积
3000 余平方米，涉及商户 85 家。12 月 31
日前，对方碑大街、束鹿大街、育红街、建
设大街的门店牌匾全部进行整治，届时，
市区违规设置的广告牌匾整治完成率将
达到 40%以上。

城 区 全 面 清 理

违规户外广告牌匾

市区新建公厕15座

本报讯（张思瑶）今年以来，辛集市
持续推进城市公厕建设改造提升工作，
共 新 建 公 厕 15 座 ，改 造 提 升 老 旧 公 厕
3 座。

目前，辛集市火车站广场、束鹿园、文
体广场、方碑大街便民市场等 14 处重要节
点区域的新建公厕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
用。同时，雷锋广场西北角拟按照3A级公
厕标准进行建设和配置的公厕也正在加紧
施工，近期将正式投用。

3 座改造提升的老旧公厕分别位于
育红街 110 东侧路北、新开街文化宫北侧
及粮食街。改造后的公厕内新安装了空
调、斜流增压管道风机和加香机，能有效
去除厕内异味，增设了儿童式小便池、洗
手池等设施，为有特殊需求的人群提供
了方便。

11 月 27 日，辛集邑阔 LNG（液化天然气）储备站正在加紧施
工，预计 12 月初具备供气条件。作为辛集市应急保供天然气储备
站，其储气装置拥有 240 万气立方的储备规模，可满足辛集市 9 天
的天然气应急需求，一旦上游气源紧张或输气量不足时，将开始对
外输气以保障辛集市民的冬季取暖和生活用气。

通讯员 张 耸摄

日前，国网河北电力辛集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到煤
改电试点村和睦井乡通士营村，检查村民家中的电采暖
设备，并对村民进行用电安全教育，确保村民安全、温暖
过冬。 通讯员 张运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