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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县“包工头”李现周和工友们笑了

政府给咱讨回薪 踏实回家过好年

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
—

—

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金洪钧

沧州去年侦办
环境污染案件141起

一线好故事

□记者 黄清标 王永晨

“过两天我得带上老伴和孙子孙女逛
逛邢台市，一人添件新衣服，然后再陪老伴
去太原串亲戚。”1月24日，在南和县郝桥
镇东郑庄村，61岁的李根柱笑着和记者聊
起今年过春节的打算。他还计划，“安排”
一桌像样的酒席招待来拜年的亲戚们，给
孙子孙女每人600元压岁钱⋯⋯

今年春节“出手阔气”，是因为老李
前几天刚拿到了被邢台市一家桥梁公司
拖欠一年多的 3 万多元工钱。一同讨回
欠薪的还有同村和附近村的 33 名农民
工，最多的38080元，最少的600元。

2017年，同村的包工头李现周先后承
包了桥梁公司在市区新华北路、滨江路和
临西县城辽河路的部分雨污分流等工程，

组织老李等一批乡亲跟着他施工。每一个
工段的工程完工后，相关项目经理总是撂
给李现周一句话“工钱年底给你结清。”可
到了年底，满怀的希望却落了空。老李和
工友们一直追着李现周要钱，李现周则一
直追着桥梁公司要钱。

2018 年 2 月 13 日是腊月二十八，李
现周再次向那家公司讨薪，却又被泼了
一头冷水。那天他心灰意冷，感觉无颜
见江东父老，就在邢台市区租了间小房，
一直“躲”到正月十八。

“别人防贼，我防工人。”李现周说，
去年 4 月他从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6
万元支付了小部分工人的工钱，但总计
超过 40 万元的工钱压得他坐困愁城，长
达一年没敢接活。记者在李现周家门北
侧、西南侧墙壁上，分别看到一个摄像
头，这是他当时为了躲讨薪的乡亲特意
花 800 多元安装的，借助手机他就能远
程察看到是否有人去“堵”家门，好决定

自己要不要返家。
转机出现在 2018 年 12 月底。老李

和工友们注意到政府有关部门为农民工
讨薪“撑腰”的宣传，于是壮起胆子走进
邢台市劳动监察支队。工作人员热情接
待了他们，并且很快就行动起来。

今年 1 月 3 日，支队监察员柏新灵和
一位同事组织桥梁公司负责人、相关项
目经理及工段负责人和李现周一起对账
核实了欠薪总款数，当场对桥梁公司下
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如数
支付 34 名工人工资，否则将予以处罚并
把该公司上报至省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

“企业黑名单”：此后一年在全国各地将
不能承揽工程。

1 月 14 日上午，桥梁公司相关人员
如约来到市劳动监察支队，逐一为农民
工发放了工钱。那天，来领钱的农民工
们都激动不已，有好几个人在签字时手
都在发抖。“农民工背井离乡辛苦谋生很

不容易，能在半个月中帮他们讨回被拖
欠的工钱，我们很欣慰。”柏新灵说。

为表达谢意，农民工们向支队赠送
了题有“民工守护神”“秉公执法 服务
热情”的锦旗。“这下我有信心了，过了年
还要接着出去干活，给自己多挣点养老
钱！”老李告诉记者。

“今年总算能过一个安生春节了！”
李现周感慨地说，“这个案子给我上了一
堂生动的法制课。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
可不能傻跑了，要依靠政府、依靠法律解
决问题。”

去年，邢台市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进一步加强监管和联动执法，对建
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动用工资
保证金和工资预储金解决，对用人单位
确实无力支付工资或其他原因不能支付
农民工工资的，动用政府应急周转金先
行支付，该市人社局共为 1203 名农民工
追讨工资1016.2万元。

记者手记

□记者 林凤斌

往年一进入腊月，把库存产品批发给销售
商，大伙就可以准备回家过年了，可今年眼瞅
着到了年根儿，高阳县许多毛巾企业却愈发忙
碌起来。

“一盒四条毛巾，每盒200元，3000盒就是
60 万元呀！”山东一家民营企业想给员工发些

“有品位”的福利，慕名找到位于高阳县的河北
永亮纺织品有限公司，当场和董事长段亮敲定
了一笔草木染礼品毛巾的订单。

刚送走这个大客户，段亮又接了个电话，
还是草木染产品的单，湖南一位经销商订购了
10 万元的婴童毛巾。“草木染产品一上市就供
不应求，去年一年销了 700 多万元，今年刚一
开年就已销出了600万元。”

色彩淡雅，透着淡淡的植物清香；古莲
花池、御题《棉花图》等图案充满地域文化特
色⋯⋯在永亮公司的展厅，手感舒适的草木
染产品，每件设计都独具匠心。

高阳纺织业有 400 多年的历史，以生产毛
巾用品为主，是闻名全国的纺织之乡。永亮公
司成立于 1992 年，和当地许多企业一样，曾经
靠以量取胜，2011年，公司产值突破了1亿元。
这一年，整个高阳县的毛巾产能也达到了高峰，
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质量不强、
缺乏特色，很快产量就严重过剩，高阳毛巾一度
只能销往偏远农村，成为“低端货”代名词。

2012 年，段亮倾尽“家底”，投资 4000 多
万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工艺，大幅提高产
品质量。然而此时，国内商超市场大都被山
东、浙江等地的大企业抢占，企业想走高端路
线一时难以打开局面。

何去何从？自入行以来，段亮第一次犯了
愁。

“产品要赢得市场，必须得有能打动消费者
的独特卖点。”通过考察和研究国内外市场，段
亮发现，消费者对产品的环保健康要求越来越

高，而印染业多年来一直用的都是化
工原料。2006年，经永亮公司挖掘、整
理和推动，高阳民间染织技艺被列入

省级非遗名录。然而，被誉为当地“纺织业历史
文化家底”的这一技艺，一直没有被有效利用。

2013年，段亮把目光瞄向高阳民间染织技
艺中的草木染。这一技艺采用从植物中提取色
素进行印染，不足之处在于只有靓蓝一种颜色，
且不能工厂化生产。公司投入大量人力、财力，
经过4年多研究，开发出了红、黄等八种植物色
素，研发出专用设备，并成立创意工作室，开发
出特色礼品毛巾及抱毯、睡袋、蝴蝶服等婴童产
品。2017 年 10 月，企业把相关工艺申报国家
专利，并正式量产。

“头一年小批量生产，探探市场反应。没
想到价格比同类产品高30%，在商超市场的销
售仍供不应求。”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堆订单，段
亮说，“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2000万元。”

“这款多功能褶皱毯，当毯子盖在身上柔
软舒适，当床盖铺在床上典雅大方，去年一年
售出 2 万多条；这款毛巾增加了两个按扣，不
但便于晾晒，还能防脱落，上市不到半年便售
出 15 万条⋯⋯”盘点 2018 年业绩，河北卡缦
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缦）董事长
代云生很是自豪，“产品销量每年都在以 20%
以上的速度递增。”

2016年，市场上枕巾销量不断下滑。代云
生调查发现，传统枕巾容易从枕芯上脱落，且渗
头油。于是，他们组织设计人员，开发出一种特
色枕巾，可固定在枕芯上，还能根据枕芯大小调
节长度，柔软舒适且不易渗油。该产品售价比
一般枕巾高出80%，但一上市便供不应求。去
年销量突破12万对，比上年翻了一番。

从这一成功案例受到启发，卡缦走上了特
色功能设计之路。2016 年以来，企业已开发
出枕巾、挂巾、浴巾、婴童被等 7 款特色功能产
品，并申请相关专利，还成功打入了沃尔玛高
端会员制商店——山姆大叔商店。

如今，高阳毛巾行业年产值达 320 亿元，
每年推出上千个专利产品，其中，中高档产品
市场份额占到60%以上。

找准环保健康“卖点” 突出民间织染“特点”

高阳“设计毛巾”攀高端

扫码看视频。
记者
田瑞夫
张 晶摄制

□林凤斌

前几年，高阳的毛巾企业基本
上都是市场流行什么样子就生产什
么样子，产品大同小异，几乎都是“大
路货”。在此次采访中，记者发现这
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毛巾
中加入一些设计元素，就让“大路货”
变成了“畅销款”，有的还成为“网红
毛巾”。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无
论采用的草木染工艺，还是特色功能
设计及特色图案设计，几乎都申请了
国家专利，从中记者强烈感受到了高

阳毛巾企业对产品设计的保护意识。
从一个个成功的产品案例中，

高阳的毛巾企业已愈发认识到，产
品设计在推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发
挥着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个性化
设计。”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
惠茹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
平后，消费需求必然呈现多元化、多
样化。通过产品设计，不但能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创造新业态、新产品，
还能够助推产品在供给端发力，引
导和激活更多有效需求。

从热销年货看供给侧改革③

1 月 18 日，河北永亮纺织品有
限公司销售负责人王硕（右一）正在
给顾客推介使用草木染工艺生产的
纺织产品。 记者 田瑞夫摄

个性设计盘活“大路货”

□记者 马彦铭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为推进市场监管领域
改革指明了方向。民营经济在我省市
场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针对当
前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在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如何确保各项政
策举措落到实处？近日，记者采访了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金洪钧。

“近几年，我省民营经济取得了长
足发展。”金洪钧介绍，我省民营经济
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总量快
速增长。截至2018年底，全省民营市
场主体户数达到 525.77 万户，占市场
主体总量的 97.71%。二是规模不断
扩大。截至2018年底，全省民营市场
主体注册资本（金）达 7.54 万亿元，占
市场主体总量的 69.01%。三是结构
不断优化。全省民营企业中，公司制
企业占民营企业总量的九成左右，现
代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四是带
动就业效果明显。截至2018年底，全
省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从 业 人 员 实 有
1261.34万人，同比增长12.61%。

金洪钧说，省市场监管局要切实
增强大市场、大监管理念，清理违反公
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
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持续
提升市场监管能力和水平。要对所有
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全力规
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和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坚决落实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清理废除现有政策措
施中存在的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
壁垒等内容。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
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从严查
处利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等经营者垄断案件，使民营企业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检查结
果依法全部公示，实现“进一次门，查
多项事”。运用信用风险分类和大数
据分析手段，针对存在突出问题和风险的行业、领域开展“双
随机”定向抽查。支持民营企业专利获权用权维权。对涉及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民营企业
开通专利优先审查绿色通道。

“作为新组建机构，省市场监管局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与
市场主体息息相关，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主体经营、发
展壮大过程中的重要支持者和政务服务提供者。”金洪钧表
示，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现代市场治理体系，让民
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给河北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
市场空间。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坚持民营企业登记“零限制”，着力
“减证照、压许可”，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加公开透明便利的准
入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为民营企业创造健康和谐的发
展环境。凡未纳入《省政府部门行政许可中介服务收费目录
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一律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受理条件，
确保目录清单外无收费。积极推进“互联网+市场监管”。全
面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积极推行药品、医疗器械出口
销售证明和有关备案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推进“网上审批
一次不用跑”和“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为民营企业提供更
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做好计量、标准、认证认可等技术
支撑为民营企业服务工作。落实我省标准化资助政策，鼓励
民营企业主持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免费对 1000 家
民营企业开展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培训，大力开展“优化计量、
提质增效”帮扶行动。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河北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汤润清）1 月 27 日，记
者从刚刚闭幕的唐山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今年，该
市将全力打造沿海经济增长极，做强
高质量发展“蓝色引擎”。强化陆海统
筹、经略海洋理念，依港聚产、以海强
市，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
经济聚集区和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
头堡。

唐山港转型增效。加强岸线资源、
码头泊位、航线口岸的统筹管理，实现
规划、建设、运营、品牌“四统一”。加快
21项港口和集疏运体系工程建设，唐山
港货物吞吐量 6.5 亿吨以上、集装箱突
破 330 万标箱。新设新疆库尔勒、内蒙
古策克等内陆港10个以上，开行唐山港

至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国际班列，开通
韩国、东南亚等 2 条集装箱班轮航线。
构建“口岸+市场+贸易”增值链条，争列
平行车进口试点，提速曹妃甸矿石混配
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积极培育

“唐山港价格指数”，全年港口贸易额突
破2000亿元。

临港产业提质升级。滨海地区实
施亿元以上项目 287 个，年内完成投资
670 亿元以上。大力发展港口后服务
业，补齐配强船舶经纪、检测检验、航运

金融、融资租赁等业态。发挥滨海优
势，培育引进休闲度假、健康养生、文化
创意等产业项目。

海洋经济提速扩量。深挖“海上富
矿”，加快发展海工装备、海洋化工、海
洋生物等产业，建设海洋科技开发示范
和中试基地，鼓励发展海洋生物质提
取、浓盐水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项目，
开掘蓝色空间潜能。深耕“海上粮仓”，
依托滦南嘴东、丰南黑沿子等中心渔
港，建设唐山渔港经济区。

沿海板块进位突破。举全市之力
支持曹妃甸高质量发展，确保年内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以上；全面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引
进超亿元京津合作项目 100 个以上。
芦台开发区、汉沽管理区全力推进津冀
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同时支持海港开
发区、乐亭县、滦南县、丰南区培育壮大
特色海洋经济和临港产业，打造沿海经
济带重要支撑。

本报讯（记者李艳红）从 1 月 26 日
闭幕的张家口市第十四届人大四次会
议上获悉，2019 年张家口将扎实实施

“蓝天、碧水、绿地、净土”四大行动，加
快推进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
境支撑区建设，打造宜居张家口、首都
后花园。

2018 年，张家口市立足“两区”建
设，生态环境建设又上新台阶。完成植
树造林 601 万亩，占全省任务的 3/5，全
市林木绿化率达到 50%，创造了造林绿
化的绿色传奇。整治“散乱污”企业

1292家，淘汰燃煤锅炉1663台，退出矿
山 105 处。淘汰老旧机动车 1.74 万辆，
推广新能源车 4518 辆。新增清洁能源
供暖面积 335.5 万平方米，成功入选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PM2.5
平均浓度 29 微克/立方米，继续保持京
津冀地区最好水平。

大力推进“蓝天行动”。2019年，张
家口市将实施散煤整治、工业污染深度治
理等六大攻坚战，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
清零。严格整治扬尘污染，建筑工地全部
做到“六个百分之百”。大力推进“以电替

煤”“以电替油”，年内新增清洁供暖面积
400 万平方米。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
加快秸秆综合利用，年内基本全部覆盖。

大力推进“碧水行动”。实施城市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污染河流治理等专
项行动。实施白洋淀流域上游综合整
治工程，加快闪电河和官厅水库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改造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县级以上污水处理厂完成除磷脱氮提
标和污泥处理设施达标工程。实施压
水、节水、兴水、控水、引水相结合，坝上
地区实施退耕还草 10 万亩，退减灌溉

20万亩，压采地下水2400万立方米。
大力推进“绿地行动”。持续推进

公司化、林场化造林，完善养护管护机
制，巩固好造林绿化成果，加快建设林
灌草有机结合的复合生态体系。进一
步实施沿河、沿路、环城、环村（镇）、环
湖和郊野森林公园“两沿三环一公园”
造林绿化提升工程，2019 年完成 80 万
亩。坝上创建草原公园和示范牧场 20
个，坝下创建农业公园15个。

大力推进“净土行动”。实施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完善固体危险物全
程监管制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严格禁用 0.01 毫米及以下厚度地膜，农
地膜回收基本全覆盖。积极推广有机
肥，发展有机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用量。
加快建设垃圾一体化处理体系。

张家口实施“四大行动”推进“两区”建设

唐山全力打造沿海经济增长极

关注各市两会

本 报 讯（记 者 戴 绍 志）
2018 年，沧州市公安机关共
立案侦办环境污染案件 141
起，破案 112 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243 人，其中刑事拘留
198 人，批准逮捕 125 人，移
送起诉 192 人；查处行政案
件 486 起 ，行 政 拘 留 441
人。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沧州市阳光政务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2018 年，沧州市公安机
关相继开展了“利剑斩污”专
项行动、全市重点打击涉气
涉水污染犯罪专项行动、全
市涉酸企业排查整治“雷霆
2018”专 项 行 动 和“2018-
2020 打击大气污染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坚持“打老虎”
与“拍苍蝇”并重，严厉打击
各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发
布会上，公布了沧州市 2018
年度打击生态环境犯罪十大
典型案件：马某某等人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案；黄骅市李
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王某
某等人污染环境案；南皮县
昝某某污染环境案；东光县
城东开发区某齿轮厂污染环
境案；任丘市王某某污染环
境案；献县戈某某等人污染
环境案；泊头市王武镇电镀
加工点污染环境案；青县邢
某某污染环境案；东光县找
王镇刘药包村东南洗车场污
染环境案。

1 月 27 日，霸州市香
缘香福食品有限公司的员
工在赶制传统面食，以满
足节日市场供应。

记者 田 明摄

传统面食
俏销节日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