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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冯阳）5
月7日，全省外资外贸商贸流通
文旅业发展调度暨“5·18”经洽
会部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
议听取了各市和雄安新区近期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
遇到的问题，对贯彻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落实全省外贸和
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精神，咬
定目标不动摇，全力推动外资
外贸商贸流通文旅业发展进行
安排，对网上“5·18”经洽会筹
备工作进行部署。副省长夏延
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切实发挥各级
协调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工
作措施，加大调度督导协调力
度，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
做实包联帮扶，及时协调解决

企业困难，推动系列扶持政策
加快落实，尽快出台进一步做
好外贸外资外经工作的若干措
施。要突出重点，着眼长远，深
入谋划推动外资外贸工作，既
要稳住当前基本盘，又要为今
后高质量发展打基础。要优化
数据直报制度，既要准确掌握
企业发展情况，又不能给企业
添麻烦，为精准支持企业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

会议强调，要抓紧“5·18”
经洽会活动组织、签约项目准
备、展览展示等工作，创新网
上洽谈对接方式、网上传播河
北新机遇渠道、网上招商引资
促进项目落地新路径，确保举
办 一 届 精 彩 成 功 的 网 上 经
洽会。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买文
明 记者宋平）据省气象台监
测，从5月6日夜间开始，除承德
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东北
部外，我省其他大部地区出现降
水天气。截至7日16时，降水区
平均降水量为7.9毫米，10毫米
以上降水主要出现在石家庄、衡
水、邢台、邯郸。其中，邢台西部、
邯郸中西部有31个雨量站降水
量超过 25 毫米，武安市西郊村
降水量最大，为35.9毫米。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水
过程将于 8日夜间结束，9日气
温开始回升。

具体来看，8日白天，唐山、
秦皇岛、沧州阴有小到中雨，其
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或零星
小雨。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唐
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
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张家口、承

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
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
多云。9日夜间到 10日，东南部
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
多云。8日，东部地区有偏北风4
到5级，阵风6到7级；沿岸海域
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6到7级，
阵风 8 级。9 日夜间到 10 日，北
部地区有西北风5到6级，阵风
7到8级。

7日夜间到 8日白天，北部
设区市（张家口、承德、唐山、秦
皇岛）最高气温为14℃至21℃，
中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16℃
至 19℃。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
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20℃至
26℃，中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
为 21℃至 25℃。9 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
为 19℃至 26℃，中南部设区市
最高气温为25℃至27℃。

全省外资外贸商贸流通文旅业发展
调度暨“5·18”经洽会部署会议要求

咬定目标不动摇 全力推动
外资外贸商贸流通文旅业发展

今晚降水趋于结束
明日气温开始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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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日前，位于威县高新区的河北腾
盛纸业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卷纸生
产线加工产品。该县通过简化申报备案
程序等系列服务，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5月 7日从
省教育厅获悉，为做好2020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我省坚持多点发
力，广泛挖掘就业岗位信息，强化各项稳
就业举措，确保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我
省积极扩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招募规模，落实国家和省公
费师范生全部入岗入编政策，鼓励更多
的师范类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出
台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优惠政策，
对招聘的具有普通专科学历的乡村医
生，服务期满可以免试入读成人高校专

升本，引导和鼓励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到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工作。

为高校毕业生毕业、就业提供便利。
适当延长理工医等类别研究生毕业答
辩、学位审核时间，增加学位委员会审核
次数，最晚可推迟至9月1日前结束；适
当延长毕业生择业时间，对离校暂未落
实就业单位毕业生，可将户口、档案在学
校保留两年，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毕业
生转移档案户口；开通毕业生就业手续
办理绿色通道，允许学生采取网络提交、
在线审核和邮寄等方式办理就业手续；
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录取时间，对
延迟离校毕业生推迟报到、落户等时限。

加大就业困难群体帮扶力度。对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零就业”家庭等困难
群体毕业生，持续开展精准摸排，准确
掌握就业进展情况，“一人一策”建立就
业帮扶工作台账，实施“一对一”就业服
务，并为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最
大限度的帮助。

增加研究生、专接本招生计划。
2020年硕士研究生扩招至2.14万人，比
去年增加 0.47万人，向国家战略和民生
领域急需的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全科医学、集成电路、软件、新材
料、先进制造等相关学科和专业学位类
别倾斜。普通高校专接本扩招至 2.8 万

人，比去年增加一倍，向电子信息类、计
算机类、健康服务与管理、护理等专业
倾斜。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设
立专接本考试招生专项计划，实行单列
计划、单独录取。

省教育厅指导各高校开通网上招
聘通道，通过开展高校毕业生春季空中
招聘月活动、专场网络招聘会，提高求
职毕业生与空缺岗位的匹配率。指导高
校在毕业生不返校、学生家长知情支
持、用人单位安全防疫措施到位的情况
下，同意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到用
人单位实习和提前就业，确保学生稳定
就业、企业稳定生产。

增加招生计划 开展网络招聘 引导基层就业

我省多举措确保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 通讯
员信志峰）5月5日，在位于景县的中国
北方稀土华凯高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一条新的稀土SCR催化剂生产线正式
投产。这种催化剂可应用于柴油车尾
气净化，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壁
垒。“为了让企业尽快扩大产能，县政
府成立专班，协调企业的生产复工，并
提供了 3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目前生
产线每年能生产十万台份，单班300台
份。”公司总经理宋燕海说。

不仅要复工复产，还要全面推动
企业复产达效。衡水市坚持问题导
向，落实了市、县领导干部包联制度，

推动“人员力量下沉”“工作重心下
移”，全力打通“堵点”、补上“断点”，切
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问题。
13 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领导分别包
联各县（市、区），44个省重点项目由市
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包联，组建 15 个市
直部门帮扶小组，通过搭建“衡水市企
业复工复产平台”、安排发展专项资金
等有效措施集中解决企业遇到的共性
问题。

该市还通过规上企业用电量分析
等办法，对规上企业产能恢复进行监
测，及时调整策略、采取措施，“一企
一策”帮助解决问题。并对物流运

输、资金短缺、防疫物资、市场销售、
配套产品和原材料等具体问题逐个
拿出个性化解决方案。他们以“3+2”
市域主导产业和“9+5”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为重点，出台“暖企助企”行动实
施方案，建立企业问题动态台账，列
出问题清单、措施清单。推动促进上
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
协同复工。

该市把暖企惠企作为焕发企业活
力的重要举措，制定企业复工复产“1+
5”政策包，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促
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32条措施
和 5 个专项方案。对国家和省市出台

的财政支持、减税降费、金融扶持、放
宽社保涉企费用及企业用工条件等政
策进行梳理，辑印成册，组建 6 个政策
宣讲团，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让企业
第一时间知悉政策、享受政策。

衡水市筛选 788 家规上企业、19
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123 家外贸出
口重点企业和 154 个省市重点项目，
进行金融精准帮扶，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信贷 249.5亿元。目前，该市各级
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73681 家，复工率
达到 99.94%，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
到 100% ，规 上 企 业 产 能 恢 复 达 到
89.5%。

坚持问题导向 实施精准帮扶

衡水规上企业产能恢复达到89.5%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为充分
调动我省社会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复工
复产达产、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省
工信厅、省民政厅日前印发《开展志愿
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方案》，
提出构建一支熟政策、精法律、懂技
术、会管理、肯奉献、乐助企的高水平
专家志愿服务队伍，为中小企业无偿
提供政策、法律、金融、管理、技术、创
新创业等方面的咨询和个性化解决方
案，推动中小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和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方案明确目标任务为：到今年底，
基本建成以省级专门服务机构——省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为枢纽，以省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为载体，以覆
盖全省的“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
和“中小企业志愿服务者”为支撑的中
小企业志愿服务体系，组建一支相对稳
定的专家志愿服务团队，创建一批支持
复工复产达产和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服务品牌，为全省中小企业提供持
续稳定、规范高效的志愿服务。

服 务 内 容 和 方 式 主 要 有 四 个

方面。
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达

产。对受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等
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的中小企业，重点
提供应急管理、复工复产、政策对接等
方面的指导与帮助。

突出重点开展精准服务。对不同
群体、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提供差异
化服务和个性化解决方案。深入了解
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女性、残疾人
等重点创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建立重
点群体专项服务模块，提供“一对一”

个性化、可跟踪服务。
开展志愿者线上服务。建立“中

小企业线上志愿服务工作站”，由志愿
专家通过开设微视频课程等方式，针
对创办企业、融资、市场开拓等共性问
题进行专题辅导，为企业提供一站式、
综合性学习平台；开辟专家在线“义诊
专栏”，为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互动
性的诊断服务；利用视频会议软件定
期组织召开志愿者和企业家视频会
议，解疑释惑，服务企业发展。

开展志愿者线下服务。结合我省
“百场万家”中小企业公益服务活动、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等线下特色
服务活动，探索建立企业与志愿专家

“面对面”交流咨询渠道；组织技术志
愿专家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对一”顾问、咨
询与指导服务。

推动中小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和转型升级

河北开展志愿服务为中小企业加力

▲5月5日，在鸡泽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一家企业车间内，工人在进行生产作业。鸡泽
县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以来，开
足马力赶制订单，满足客户需求。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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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调整发展思路，在国内市场上找

出路。”刘珈岐决定不等不靠，一边忙复
工，一边拓展国内市场。靠着销售团队
的努力和老客户支持，目前他们已谈妥
了600万条毛巾的内销订单，生产排满3
个月，暂时缓解了因外销收缩造成的经
营压力。

“这3个月能让我们喘口气，可以后
怎么办？凭什么在国内市场站稳脚
跟？”刘珈岐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公司管
理会上提出一连串问题。

“转战国内市场正是转型升级的好
时机，软毛巾也能‘转’出硬道理！”经过
集中讨论，公司决策层一致认定要拼创
新、拼研发，开发新产品、开拓增量市
场，以避免“红海”厮杀。

在柏立信设计工作室，技术人员

正忙着在案台上打图样、出样品。一
位技术人员将一款刚刚试制完成的深
蓝色毛巾交给刘珈岐，从样式外观上，
记者丝毫看不出它与普通毛巾有任何
区别。

“虽然看着不起眼，这可是我们最
新研发的‘秘密武器’——石墨烯毛巾，
与普通毛巾相比，除了吸水性、柔软度
和亲肤性等各项指标更优外，还具有卓
越的抗菌性能，抗菌率超过 90%。”对这
款毛巾，刘珈岐爱不释手。

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刘珈岐介绍
说，研发石墨烯毛巾的创意来自早晨洗
漱的灵机一动。当时他正拿着毛巾擦
脸，忽然想到疫情改变了不少人的卫生
习惯，对卫生也提出更高要求。“毛巾是
人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何不生产
一款抗菌毛巾？”随后，他马上安排员工

进行市场调查，反馈回来的信息与他的
设想不谋而合！

“市场所需就是企业所向，马上开
发新型抗菌毛巾！”刘珈岐透露，市面上
虽也有抗菌毛巾，但生产过程中需添加
除菌试剂，成本高、使用效率低，顶多使
用两个月就会失效。而石墨烯正好具
有抗菌特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石
墨烯与纱线完美结合，织成的毛巾不仅
抗菌性能大大增强，生产成本仅比普通
毛巾增加20%左右。

“一条石墨烯毛巾售价 25 元左右，
主要面向一些新兴的客户群体。”刘珈
岐说，新型抗菌毛巾开发成功的消息传
出后，不少客户纷纷来电预约下单。“预
计 6 月份就会投放市场，成为公司占领
新市场的主打产品。”

尝到创新的甜头后，今年柏立信

将投入 350 万元，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陆续推出 3 大类、16 个具有新型功能
的新产品，预计占到全年产量的 45%
以上。

“靠新产品打天下，心里底气足！”
刘珈岐说，随着市场销售越来越好，公
司发展开始逆势上扬，今年总产值有望
突破1.5亿元，比去年增长25%。

“眼前的困难只是‘起跳前的一
蹲’，高阳的企业深挖潜能，为实现新
的‘一跃而起’做准备。”高阳县工信局
局长董艳杰说，全县纺织企业正在加
大创新研发力度，利用工业设计、文化
创意等丰富产品品类、增加产品附加
值，在做大存量市场的同时，开发增量
市场。“线上‘中国·高阳毛巾节’正在
进行，推出的 70 多款新型产品成为最
大亮点！”

河北日报讯（记者乔宾娟）
5月 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组书记马建堂一行到邯郸市
大名县调研定点扶贫工作。副
省长徐建培参加相关活动。

座谈会上，马建堂听取了
大名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驻大名
县双台村干部驻村工作开展
情况的汇报。马建堂指出，大
名县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取得了
一 定 成 效 ，为 大 名 县 感 到 自
豪。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
之年，大名县要继续克服疫情
带来的困难，切实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对剩余的贫困人口确
保全部完成脱贫任务，对排查
出的已脱贫有返贫风险户和

边缘户，确保实现脱贫群众零
返贫、临界群众零致贫。要全
力配合好国家脱贫普查验收
工作，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
史负责的态度，梳理好问题和
短板，再完善、再提升，确保以
高 标 准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
要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衔接，建立解决贫困
问题的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
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徐建培表示，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为邯郸市和大名县的
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提供
了有力支持，希望邯郸市和大
名县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来
报答这份支持和帮助。

调研期间，还举行了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助力大
名县脱贫攻坚捐赠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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