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8 月
30 日，东京残奥会进入第六个比赛
日，我省运动员在乒乓球、游泳、射
击和举重项目中都有奖牌入账。

在当天上午进行的乒乓球 TT8
级男子单打决赛中，我省乒乓球名
将赵帅以 3∶1 击败乌克兰选手维克
多·迪杜科夺得冠军。这是继在伦敦
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获得男单冠军
后，赵帅收获的第三枚残奥会乒乓
球男单金牌。

当天下午，东京残奥会游泳比
赛继续举行。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
泳SM11级决赛中，我省运动员马佳
以 2 分 42 秒 14 的成绩夺冠，同时打

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是马佳
继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50
米自由泳S11级冠军后，本届残奥会
收获的第二枚金牌。我省另一名运
动员王欣怡则以2分45秒74获得该
项目第四名。

当天，我省运动员在射击项目
中收获了首枚奖牌。第四次参加残
奥会的我省“老将”张翠平在 R2-
SH1 级女子 10 米气步枪立射比赛
中摘得一枚银牌。接下来，她还将
参加 10米气步枪混合卧射、50米口
径三姿、50 米口径混合卧射三个项
目的比赛。张翠平曾在 2012 年伦敦
残奥会获得两枚金牌、2016 年里约

残奥会获得两枚金牌并打破残奥
会纪录。

在女子举重 86 公斤级决赛中，
首次参加残奥会的我省运动员郑飞
飞以139公斤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
本届残奥会，河北共有4名举重运动
员参赛，获得3金1银的好成绩。

目前，东京残奥会赛程过半，河
北运动员共收获7金、6银、1铜。

上图：8月30日，马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下图：8 月 30 日，赵帅在比赛后
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东京残奥会第六个比赛日

我省运动员收获2金2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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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关于辛集市衡井线（S392）辛集
衡水界至田庄路口段养护工程方案批复》，现对以上部分路段断交施工，
施工期间过境车辆可绕行省道S231或国道G339。

衡井线（衡水界至辛集市田庄路口）于2021年8月28日至2021年10
月15日进行全幅断交施工（设置隔离墩、提示牌等设施确保施工路段安
全），来往车辆注意施工期间路段交通量及安全事宜。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辛集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8月23日

断交公告

施工公告
秦皇岛市西外环段已经市政府、市交通运输局批准进行维修，计划于

2021年 9月 1日零时起施工，9月 30日 24时完工。施工期间采取半幅封

闭半幅施工的交通组织方案。

特此公告。

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

秦皇岛市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8月31日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为促进全
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竞争新优
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
医药产业新体系，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支持医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提出加快创新研发和产业化、着力
提升生产水平等 7 大方面共 30 条措施。
该措施自 2021 年 8 月 20 日起施行，有效
期1年。

加快创新研发和产业化。支持创新
药研发，支持中成药大品种药品增加适
应症二次开发、循证医学研究，择优列入
省级科技计划的按规定给予省级科技专
项经费支持。支持创新药产业化，对获
得药品生产批件的创新药和药品生产批
件的改良型新药且在省内落地的产业化
项目，给予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
支持。支持医疗器械产业化。支持中药
制剂高端化，对获得中药 4 类、5 类新药
证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在省内落地
的产业化项目，择优纳入省高技术产业
化项目计划，给予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
项资金支持。培育单项冠军企业，被评
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或单项冠军
产品的企业，其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等
情况达到评估条件的，给予200万元省级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推动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每家给予10万元的省财政专项资金支
持。支持龙头企业创新。

着力提升生产水平。持续推进技术
改造，支持医药工业企业服务机构创建

省级“工业诊所”，对每个“工业诊所”开
展诊断服务给予30万元省级工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支持。推动重点领域产品质
量升级。推动药品国际化认证，对企业
推动药品国际化认证投入的研发推广、
设备仪器购置等费用，给予不超过15%、
单个项目不超过 100万元的省级工业转
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支持企业参与集
中带量采购，对进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
中标的药品，给予不高于中标量销售额
的10%、单个品种不超过500万元的省级
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支持疗效
确切、安全的创新药和独家药品进入河
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支持产业链协同发展。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支持企业加大重要产品核心技
术攻关力度，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质量
效益，对“五基”项目给予购置生产设备、
检测仪器等费用的 10%，单个项目不超
过 800万元的省级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
金支持。提升新冠病毒疫苗产业链配套
水平，对实现与新冠病毒疫苗企业产业
链配套的，给予企业研发推广等费用的
15%、单个项目不超过500万元的省级工
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支持特色产
业链条延伸。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择优给予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鼓励专业化服务平台建设，
经认定后对符合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省级工业转型升级（技改）专
项资金支持要求的，给予优先支持。

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大力引进龙头

企业，瞄准领军企业，强化合资合作，对
当年实缴外方注册资本超过 1000 万美
元（含）且经认定的跨国公司总部、地区
总部，按其当年实缴外方注册资本额2%
的比例给予奖励，最高奖励 1000 万元。
精准引进医药企业和研发机构。打造
高质量产业聚集区，鼓励有条件的市出
台支持政策，加速医药产业集聚发展。
引导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
化学药品制剂和生物药、沧州渤海新区
围绕高端特色原料药、安国市围绕现代
中药制剂等细分行业优势，培育壮大现
有企业，大力引进优质企业，打造医药
产业优势生产基地。鼓励唐山、廊坊、
衡水、邯郸、邢台、承德等市加快培育发
展医药产业，打造特色医药产业生产基
地。通过区域协同，培育全省医药产业
竞争新优势。

促进产业数字化赋能。大力推动数
字化转型，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医药全
产业链，推进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系统解
决方案等关键领域突破，对参与医药行
业数字化改造的智能制造集成商，按照
合同金额 10%，给予单个集成商不超过
30 万元省级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
持。对医药行业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智
能制造标杆企业，给予100万元的省级工
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积极发展

“互联网+”新模式新业态，支持企业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建设，给
予购置自动化设备与改造、信息化软硬
件、系统开发与服务等费用的10%，单个

项目不超过 100万元的省级工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支持。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实施绿色化改
造，支持医药企业开展节能低碳、节水和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等技术和装备推广应
用示范，给予企业购置设备和配套软硬
件投资金额的15%，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的省级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优
化环评审批服务，对医药工业重点项目
推行即来即办、绿色通道、不见面审批等
审批服务措施，依法依规加速环评审
批。推行正面清单制度，对纳入清单的
企业，一般不现场检查。提升环境执法
水平，利用在线监测等非现场执法手段，
避免重复多次现场检查。对医药企业分
类施策，绩效评级A类和引领性企业，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不予限产停产，
鼓励自主减排。

强化生产要素保障。支持高层次人
才创业，对带项目、带成果来我省创办企
业的专业人才，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
资金支持。培养技能型人才，鼓励大中
专院校与有需求的企业开展培训合作，
对企业职工参加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
转岗转业培训且取得职业资格、技能等
级、特种作业操作等证书的，给予每人一
定的培训补贴。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加
大基金支持力度，推进招商引资、打造示
范项目、提供增值服务，通过股权投资解
决医药企业融资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市
设立主导产业发展基金。加强项目用地
供给。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8 月
30 日，九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动员
部署会暨巡前集体谈话会在石家庄
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王东峰在
听取九届省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
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廉毅敏主持会
议，宣布了九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组
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省委常
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爽
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巡视“回头看”是
落实九届省委巡视工作规划，巩固九
届省委巡视全覆盖成果，确保九届省
委巡视圆满“收官”的重要任务。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坚
持提升政治站位，坚持深化政治巡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严”的主基
调，重点检查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日
常监督责任及整改任务落实情况。要
统筹发展和安全，站在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政治高度，紧盯粮食购销系统
腐败和作风问题，对全省粮食购销系
统开展专项巡视。针对全省市县党委
完成换届不久，开展换届纪律执行情
况监督检查。

会议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武
装，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严明作风纪
律，勇于担当，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8月30
日，副省长夏延军到张家口督导检查
冬奥会筹办住宿餐饮保障相关工作。
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承德时重要讲话和关于冬奥会
筹办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四个办奥”
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
严格标准规范，高质高效推进，确保冬
奥住宿餐饮保障设施如期建成投用。

夏延军一行先后深入到万全区
仓储物流公司和有关项目现场，崇礼
云顶南翼公寓、洲际酒店、逸衡酒店、
太舞小镇等住宿酒店建设现场，详细
了解冬奥食材仓储运输、质量检测、

疫情防控、驻场工作人员和职工生活
工作保障等情况，仔细查看有关工程
建设进展，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推动有关工作。

夏延军要求，要加快周转仓项目
和配套建设，精准对接冬奥组委和实
际需求，做到批批检测、专品专仓、保
障安全，全力以赴做好冬奥食材遴选、
储备、配送等各项工作。要压实属地和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各有关市帮扶责
任，加快签约酒店建设，同步推进装
修、服务提升等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
完工。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到无缝衔
接，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要严格疫情防
控，坚持人物同防，做到万无一失。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8月30
日，副省长严鹏程出席省应对疫情工
作视频调度会，听取相关市关于疫苗
接种、中小学开学前第2次核酸检测
组织安排、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疫情
防控基础能力建设和健全应急处置
机制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严鹏程指出，当前防控形势总体
趋于平稳，但仍不可松懈。各地各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承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视频调度
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加快
疫苗接种进度，严格落实学校防疫措
施，确保安全顺利开学。

严鹏程强调，各地要把师生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督促
各级各类学校严格落实开学要求，具
备开学必要条件，坚决防止疫情进入
校园。要强化校地联防联控和网格化
管理，构建教育、卫健、学校、家庭“点
对点”协作机制，提前做好消杀防疫物
资储备，组织开展校园全覆盖式卫生
整治。要进一步规范学校防疫管理，严
格执行晨午检、“日报告、零报告”、因
病缺勤追踪登记、通风消毒等工作制
度，加强入校、上课、用餐、就寝管理，
以实际行动维护校园安全。要全面总
结前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查漏
补缺，推动防疫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8 月
30 日，副省长胡启生带领省有关部
门和沧州、秦皇岛负责同志到唐山，
调度沿海经济带建设情况。他要求，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
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
深化改革开放暨沿海经济带建设工
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快“三个努力建
成”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新
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
供有力支撑。

胡启生一行深入河钢唐钢、三友
集团、吉诚钛白粉项目调研，详细了
解企业转型升级、项目建设、生产研
发、推进上市等情况，协调解决面临的

突出问题。他指出，推动沿海经济带建
设，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我省
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举措。各地各
部门要加快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创
新北戴河新区、渤海新区等管理体
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国
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要健全
落实机制，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落地
落实。要强化科技创新、金融运作、打
造园区产业生态能力建设，发挥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筑牢园区知识产权“护
城河”。要形成发展合力，以企业家精
神为导向，落实好市场的逻辑、资本
的力量、平台的思维，做大发展“蛋
糕”，全力打造我省新的经济增长极。

九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强调

以巡视整改实际成效推动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夏延军在张家口督导检查冬奥会筹办住宿
餐饮保障工作时强调

严格标准规范 高质高效推进 确保
冬奥会住宿餐饮保障设施如期建成投用

严鹏程在省应对疫情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抓实抓牢学校疫情防控
确 保 安 全 顺 利 开 学

胡启生在唐山调度沿海经济带建设情况时要求

加强能力建设 完善落实机制
全力打造我省新的经济增长极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医药产业新体系

河北30条措施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从8月27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将于9月1
日在沧州市举办。本届论坛由工信部、河
北省政府联合主办，以“新动能·新篇章·
新未来”为主题，着力打造“论坛、展览、
洽谈、落地”四位一体的活动模式，重点
策划高端论坛、专题对接、项目洽谈、云
上签约和友城交流等系列活动。

本届论坛在沧州市设主会场，在16
个中东欧国家和河北省其他设区市分
别设置分会场，主要活动包括中国-中
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开
幕式暨主旨论坛和 2021 年国际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中东欧分站赛决赛、
中国-中东欧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合作
对接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友好城市对
接会、中国-中东欧国家绿色产业合作
对接会四场平行活动。本届论坛拟定
参会规模约 700 人，共邀请了 7 名中东

欧国家副部级以上领导，以及 10 个中
东欧国家的驻华使节、14 个中东欧国
家地方州、市和国内外 500 余家企业、
商协会代表。

开幕式暨主旨论坛设置开幕式、主
旨论坛、项目签约仪式、中东欧进出口
交易会网上巡展四个阶段活动。2021年
国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中东欧分
站赛决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生物技术与创新药、高端医疗器
械等十个领域，吸引了 109个优秀科技
创新项目报名参赛，通过层层选拔，有8
个项目进入决赛。决赛将通过入围项目
路演、评委点评打分等环节，决出冠亚
季军，助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
实现技术对接与转型升级。

中国-中东欧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合
作对接会，以中国-中东欧国际通用航
空产业合作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行
业代表和企业家在发展战略、产业政
策、科技进步、市场开拓、技术标准等方
面进行研讨交流，促进国内外通用航空

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
中国-中东欧国家友好城市对接会，

邀请国内外友好州、市代表就深化中小
企业发展、经济贸易、人文交流、港口等
领域的合作进行对话交流，加强特色旅
游产品联合开发和旅游人才联合培养。

中国-中东欧国家绿色产业合作对
接会，推动国内外企业通过项目路演和
企业对接形式，在绿色环保产业、装备
制造产业、医疗卫生产业、科教旅游产
业等方面促成多领域合作。

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合作论
坛始于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
作区，并因合作区而起、因合作区而兴。
历经多年发展，合作区已经实现了由小
农场向大平台、大载体的巨大转变，形
成了“三基地一中心”的发展格局。

成为中国-中东欧产业合作基地。
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聚
焦中东欧国家特色产业，携手打造了通
用航空、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农产品深
加工及酒品酿造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

通过举办合作论坛促成并落地对外合
作项目60个，对外合作产业项目29个，
总投资超过 117 亿元。建立了中国-中
东欧中小企业产业合作基地，部分项目
已经完成入驻并投产。

成为中国-中东欧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
区成立中国-中东欧中小企业研究院，
建立中欧中小企业合作线上俱乐部，与
中东欧国家共同搭建了“永不关闭”的
交流窗口，实现了技术、信息的实时共
享与交流对接。

成为中国-中东欧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力
促沧州市与克罗地亚奥帕蒂亚市，波兰
切申市、乌斯特龙市，匈牙利丘尔格市、
森特什市、德布勒森市签订友好城市关
系协议书。多次举办境内外文艺汇演、
中欧葡萄酒大赛等双向交流活动，推动
中东欧国家酿酒、旅游、职业教育等优
秀文化“引进来”，中国武术、杂技、中医
药等传统文化“走出去”。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明日举办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伟亚）8 月 30
日，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泵送，雄安
商务服务中心三标段项目主体结构完成
全面封顶。作为五星级酒店，建成后，将
有力补充雄安新区近期急需的各项商务
服务配套功能，为全面启动容东片区、启
动区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雄安新区商务服务中心是雄安新区
首个标志性城市建筑群，也是雄安新区
首批率先开工的房建项目。商务服务中
心三标段位于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总建

筑面积 10.4万平方米，地下 2层，地上 16
层，分 A、B、C 三座塔楼，最高建筑高度
为80米。

中建八局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三标段
项目负责人石南表示，针对施工过程中
出现的重难点问题，项目部合理规划进
度、提前策划、科学统筹，高质量推进
施工。

项目地上部分均为钢框架结构，钢
结构总量达 1.5 万余吨，各类钢构件共
8000 余个，其中 A、C 座塔楼存在的 2.7

米×1.0 米超大截面箱型梁为施工中的
重难点，其单个重量达46吨，超过了塔吊
的最大吊重，无法进行整体吊装。为此，
项目部运用可拆卸式格构支撑高空原位
拼装技术，将箱梁拆分后再分块起吊，在
高层安装的格构支撑上进行高空拼装，
最后拆卸格构支撑，完美解决了塔吊吊
重不足的问题。

由于项目幕墙造型复杂、体量大，
B 塔 楼 双 曲 面 弧 形 雨 棚 悬 挑 面 积 较
大，B 塔楼北侧横向跨度 53.7 米，南侧

横向跨度 25 米，且存在双曲面造型，
项 目 各 类 幕 墙 总 面 积 达 8 万 多 平 方
米。针对造型复杂的雨棚等部位，采
用 BIM 下单技术，针对曲面面材参数
化处理，映射到 BIM 模型中，达到指导
加工生产的目的。同时利用建模的方
式，进行装配式施工和地上拼接，将铝
板于龙骨上进行拼接固定，再作局部
整体吊运。

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商务服务中
心项目工程负责人李涛表示，本次雄安
商务服务中心三标段项目顺利封顶为项
目优质履约打下了坚实基础。项目部将
不断加强和推进项目建设规范化管理，
认真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确保按期高
质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三标段五星级酒店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