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鲁花、河北五得利、四川金豆……
一批知名企业纷纷落户深州，东方、隆邦、
长城、富瑞特、鸿福等一批本地重点龙头企
业强势崛起，目前，深州市“农”字号龙头企
业达 191家，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5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8家，农业产业化经
营率达到63.2%，被列为“全国农产品加工
示范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

内培外引，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深州市是农业大市，被确定为国家优
质粮食、棉花、花生、果品生产基地，深州蜜
桃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深州蜜桃、红
香酥梨获河北省“桃王”“梨王”称号，为农
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农业大而不强的现实使该市认识
到，要向农业强市转变，必须有一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为此，该市围绕粮食、
花生、果品、林板加工业，以特色化、多元
化、市场化为方向，加快推动传统初级食品
加工向工程化、营养化发展。加大内培外引

力度，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发
挥好农业相关产业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
用。该市出台优惠政策，在财政、融资、土地
使用、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支持，确保了农
产品加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围绕粮食加工，该市引进了国家级龙
头企业邯郸五得利、四川希望等来深州建
设基地，扶持了金粮饲料、鸿福面粉等一
批本地企业，小麦、玉米年加工能力分别
达 140万吨、60万吨，远超自产量。围绕果
品加工，该市重点扶持了国家级龙头企业
深州市东方绿树食品有限公司等一批外
向型企业，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业要发展，科技创新是保障。该市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提升“农”字号企业发
展水平。东方绿树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了东
方果蔬深加工研发中心，其自主研发生产
的非油炸苹果脆片，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
项目和“两高一优”项目，开拓了市场。该
公司取得12项国际食品认证，其中“绿树”
商标在日本、美国等42个国家注册。

“以高端食品、保健食品、出口食品等
为主攻方向，向食品行业产业链高端延
伸，预计今年主营业务收入 65 亿元，2022
年将达到110亿元以上。”深州市委书记王
文强说。目前，投资 5 亿元的鲁花二期 10
万吨花生油项目正在安装设备，计划10月
份投产；总投资 3.1 亿元的金豆、金粮、金
源饲料厂搬迁升级项目已开工建设；投资
10 亿元的安华与中粮集团合作建设的冷
链物流暨中央厨房项目，一期已建成，二
期正在办理前期手续，深州农产品加工产
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期。

集群化、基地化发展，构筑
农业循环产业链条

“去年种植的高油酸花生冀花 19 号，
亩产 500 公斤以上，我们都与鲁花集团签
订了种植合同。”深州市北溪村乡冯飘村
的种植户谢晓光说。

作为深州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深州
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落户深州，就是

看中了该市大面积的优质花生种植。该公
司年加工花生25万吨，生产精制花生油10
万吨，深州的优质花生被“吃干榨净”，让花
生产业实现了由初级加工向食用油终端产
品加工的根本性转变，直接带动当地及周
边100万亩花生种植，农民在花生种植加工
环节年收益达13亿元。

随着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力显现，该
市大力调整种植结构，重点培育粮、棉、果
品、畜禽、花生等优势主导产业，充分整合
优势资源，优化区域布局，实现标准化生
产，建设了辰时花生等一批农产品生产基
地。小麦加工业以五得利面粉等为代表，
年加工小麦 1 亿斤以上的企业有 9 家。以
鲁花花生油等为代表的花生加工企业达
56家，年收购、加工、销售花生 40万吨，带
动 8000 余户、2 万余人从事花生购销、加
工，花生加工出口量占全省的 70％。果品
加工业以东方绿树、富瑞特等企业为代
表，年加工、销售各类果品80万吨。

按照集群化发展思路，该市大力构筑
农业循环产业链条，形成了以“小麦—面
粉—方便面、精制挂面等成品面”为主的
小麦加工产业集群，以“花生—精选加
工—花生油”为主的花生加工产业集群，
以“玉米（大豆）—饲料（兽药）—畜禽养
殖—畜禽加工”为主的玉米加工产业集群，
以“果品—精选—储藏、深加工”为主的果
品加工产业集群，构建起以粮食、果品、油
料、畜禽等为主的精深加工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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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群众出行更便捷
——衡水建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陈凤来

田野上孕育农业龙头企业
——深州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记

河北日报记者 陈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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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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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20公里范
围内有 109 条
农村客运班线，
智能化公交化
改造 92 条，公
交 化 运 行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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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个乡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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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占 比 达
85％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 日前，
《衡水市2021年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体系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出台。该市
明确提出，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垃圾治
理，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今
年，将围绕优化收运处置体系、提高重
点区域治理效果和水平、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处理目标任务，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覆盖。

围绕年度任务目标，该市因地制
宜推行“村收集、乡镇转运、县集中
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治理模式，
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和综合效
益。同时，学习其他地区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经验，大力推广符合农村特点
和农民习惯、简便易行的分类处理模
式，桃城区作为试点开展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其他有条件的县 （市、
区）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加快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生活
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优化收
运处置体系，合理配置密闭的村庄垃
圾收集设施、乡镇转运设施，形成较
为完善的收转运体系并稳定运行，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全部收集、及时转
运、无害化处理”。

为确保实现年度任务目标，该市要
求各县 （市、区） 要完善并优化设施设
备，按照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覆盖
的要求，对照焚烧设施的建设情况，认
真梳理本地需完善的收集点、转运站及
收运车辆等设施设备清单，制定建设购
置计划。列入建设计划的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项目，力争 10 月底前全部完成建
设任务。需购置的收运车辆，10 月底
前全部完成购置，并投入运营。

日前，安平县南王村村民张彦懂
把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放入公交枢纽站

“网都巴士”行李舱内，托运给在县城
工作的孩子，几十分钟后，张彦懂的
儿子下班路过公交车站，报上手机
号，扫码支付1元钱，顺利取到了父亲
沉甸甸的心意……

在衡水市，公共交通已成为人民群
众安全、便利、经济、绿色、舒适出行的
重要工具。作为全省首批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示范城市，衡水市和安平县突出
城市公交的公益属性，持续加大财力投
入，细化了设施建设、绿色公交、智慧交
通、公交优先、个性出行等 5 项举措，构
建了快速便捷、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的
公交服务体系。

财政支持，城市公交优先发展

宽阔的公交场站，齐全的配套设
施，短短两年时间，衡水市先后建成了
乔屯公交枢纽站(首末站)、清凉店公交
枢纽站、职业技术学院公交停保场(枢
纽)、公交西站停保场(枢纽)4 处公交场
站，开创了公交场站建设的衡水速度。

“建设了4个自有产权的公交场站，实现
了衡水市公交发展史上的突破。”衡水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于立东说。

没有自有产权的公交场站一度是

制约衡水市公交发展的短板。变化来
自衡水市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他们
明确提出“公交就是民生”，先后制定

《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
见》和《衡水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专项
规划》，出台了涉及公交拓展工程、土地
利用、场站建设、车辆购置、财政补贴等
扶持公交优先发展的政策，将城市公交
的发展资金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市政府
每年安排不低于 1%的当年财政预算收
入用于公交发展。

有了财政支持，一个个城市公交便
民惠民措施密集出台，智能公交让市民
出行更加便利。该市在国内首先建立
了取暖季城市公交免费乘车常态化机
制，将享有乘坐公交车优惠政策的特殊
群体范围扩展，实施 65 周岁以上老年
人、现役军人、伤残军人、持湖城英才卡
和无偿献血荣誉卡公民、伤残人民警
察、消防救援人员和残疾消防救援人员
等人群免费乘坐城市公交。积极推行
50 分钟内二次换乘公交免费和推出了
一分钱移动支付乘车、云闪付 App 五
折、银行卡七折等惠民活动。

城乡公交一体化是公交优先发展
战略的重要部分。该市积极推进冀州
区、滨湖新区、桃城区、开发区 4 区公交
同城化。开通了 7 条大站快车线路，进
一步提高了公交车的运行效率。随着
公交线网布局持续优化、公交服务范围

不断扩大，各县（市、区）中心城区
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

100%，公交惠民措施还向郊
区、农村延伸。

公 交 优 先 发 展 战
略，让人民群众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近
日，衡水市民陈康在
人民路商贸城站换乘
时，享受到了刚刚施行
的 50 分钟内二次换乘
公交免费的政策，他竖

起大拇指夸赞道：“真没
想 到 换 乘 公 交 车 不 用 花

钱。这项政策好，让咱老百姓
得到了实惠。”

推进六大工程，加快
智慧公交建设

作为全省设区市中建市最晚的衡

水，城市公交事业补短板的任务很重。
借助全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
创建的机会，该市以“生态衡水、绿色公
交”为发展理念，抢抓机遇、强力攻坚，
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加快智慧公交建设
步伐。

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工程。立
足绿色环保，近年来，衡水市购置了250
部新能源公交车，全部投入使用，进一
步提高了运力保障。

安保设施建设工程。加强公交安
全防范和反恐防恐措施，新购置的新能
源公交车全部配备了危化品检测报警
装置，加强配置了公交司机隔离门、自
动灭火装置、360 全景环视行车装置等
设施；在主城区中小学周边公交站亭安
装了防护护栏，部分公交站亭的站台由
20厘米提高到30厘米，同时设置了公交
专用道，保障了公交车的路权优先、安
全顺畅通行。

公交线网扩展优化工程。立足公
交便民，今年新开辟公交常规线路7条，
调整延伸 10 条、优化调整 6 条公交线
路。同时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开通了 2
条微循环城市公交线路，进一步丰富了
公交“毛细血管”网。

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加
大了对公交全员的培训力度，学习弘扬
18 路公交车“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的先进事迹，先后涌现出好人好事 200
多件，收到感谢信180多封，城市公交的
服务质量和行业形象得到了全面提升。

站牌(亭)增容改造工程。在中华大
街、前进大街、育才街等城市主干道建
设了富有衡水特色的公交候车亭47座，
完成了57座电子站牌建设。

公交智能化应用工程。积极推广
各类公交IC卡使用，衡水市的交通一卡
通使用率已达到58%以上。与美团公司
合作推出了美团 App“实时公交查询系
统”，方便市民智能出行。完成了衡水
公交客流分析平台的搭建工作，通过大
数据处理，为提高城市公交服务水平提
供了依据，正在建设的公交大数据信息
化服务平台，将打造国内一流的“公交
慧脑”。

城乡公交一体化，“招手停”
变“正规军”

两年前，安平县没有规范的公交

车。这里的“公交车”是民营车辆，车费
2元一次，见人招手就停、下车只需打声
招呼。创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示范城
市，该县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为改变民营班线运营混乱、安全隐
患突出等情况，安平县采用公车公营模
式，组建国有独资企业——网之都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收购 63 辆民营公交车，
对不符合驾驶条件的 47 人进行定向
培训。

县政府每年安排不低于 1%的财政
预算收入，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项
资金，以无偿划拨土地的形式规划建设
公交枢纽站 3 处、充电桩 124 个，新建
GPS 智能调度系统、4G 视频监控系统、
智能公交站牌系统、充电桩集控管理平
台、智能票胆管理系统等5大智能化、信
息化系统。购置驾驶行为综合分析系
统、岗前酒精血压检测一体机、场站车
辆视频监控设备、红外报警装置等安保
系统设备……

安平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田向阳介
绍，全县新建 3 处公交枢纽站，购置新
能源公交车 204 辆，完成了 100 个公交
站亭、20 个公交电子站牌建设。如今
的安平县公交服务已覆盖全县 230 个
行政村，运营里程达 399.8公里，实现了
安全运营、智能调度。拥挤、破旧的

“招手停”公交车不见了，干净整洁的
新能源公交车穿街走巷，极大改善了
群众出行体验。

出门油面路，就近上公交。在景县，
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428.8公里，
849 个行政村已全部实现村村通硬化
路，先后建成农村客运站 15 座、候车亭
30个、招呼牌120个，共投入农村客运班
车 35辆、农村客运班线 10条，形成了城
乡公交、镇村公交、农村班线相互衔接、
有机结合的城乡客运一体化格局。

去年以来，衡水市加快推进城乡公
交一体化，各县（市、区）主城区外延 20
公里内实现零距离公交换乘。同时，该
市加大力度完善客运路线，推进农村客
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在中心村建设公交
站亭等设施。“目前，各县（市、区）主城
区 20 公里范围内有 109 条农村客运班
线，智能化公交化改造 92 条，公交化运
行率 84.4％；全市 113 个乡镇完成公交
化改造96个，占比达85％。”该市交通运
输局运输管理处处长王玉杰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衡水市区排水管网春
季清淤工程全面展开。为确保市区安全度汛，巩固和促
进雨污分流改造和黑臭水体治理成果，该市对市区排水
管网和胡堂排干暗涵进行清淤维护，工程所涉管网线路
总长200多公里，检查井、雨水口等上万个。

据了解，自去年市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主体工程完
成后，该市基本实现了雨水就近直排入河、污水有效收集
处理。在衡水市区站前路清淤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运用了高压清淤机械，同时用吸污车将冲下的淤泥污水
吸收起来，集中运送到路北淤泥无害化处理场，做到了

“淤泥不落地，工完场地清”，最大程度避免了对市容和环
境卫生造成影响。

在清淤过程中，该市还用到了 CCTV 管道检测设
备，它由控制器、升降台、摄像头、爬行器等部分组成，不
仅可以检测管道内部的堵塞状况，还可以检测到管道材
质、管径、漏水点及破损等情况。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可
实时传送到井口外排水维护人员手中的监视器上。目
前，市区排水管网清淤工程已完成管线100多公里，胡堂
排干暗涵清淤任务完成过半，剩余部分将于汛期前完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衡水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开展餐饮食品安全线上培训，全面提升餐饮从业和管
理人员素质能力，进一步规范餐饮食品经营行为。全市餐
饮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各单位食堂以及
餐饮服务单位等相关人员共计14517人参加了培训。

参训人员通过微信建群，扫描二维码，自行登录培
训系统便可进行学习。授课老师重点围绕餐饮行业法律
法规及疫情防控要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定、餐
饮门店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学校食堂SSOP （卫生标准
操作程序） 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而详实的讲述。参
训人员通过手机、电脑观看学习，并在培训结束后积极
完成问卷考核。

此次培训，融合了线上授课、线上考核的“互联网+
培训”模式，达到了增长食品安全知识、提升业务素质能
力的效果，为提升餐饮食品安全质量打下了基础，并且此
次培训全部免费，减轻了餐饮经营单位的经济负担。参训
人员表示，网上培训形式新颖，打破了空间地域限制，避
免了人员聚集，还可以与老师互动交流，由老师答疑解
惑，培训效率高，实用性强。

该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培训
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助力餐饮服务单位保持正常生产经
营秩序，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管、严防、严控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

餐饮食品安全
线上培训举办

发展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衡水“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纪行

近年来，
衡水市以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
为目标，开展
校园足球特色
教育，打造校
园足球文化，
强健学生体
魄。这是该市
新苑小学校队
队员正在进行
训练。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近日，在衡水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信息调度监管指挥
中心，工作人员在
实时监控公交线路
和公交车，以及时
解决出现的问题。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日前，一位市民使用微信扫码
乘车。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