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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山

迁安成功入选省级生态园林城市

以“绿”为脉建设生态型园林城市

唐山积极推动数字贸易产业发展

电子商务，从消费品延向工业品
河北日报记者 刘禹彤 通讯员 祁盈

2021年，全市电子商务产业网络零售额超过
170亿元，电子商务产业直接解决就业超过
4.1万人，间接带动就业约6.8万人;力争到
2023年末，钢铁、装备制造、陶瓷等产业线上
交易通道顺畅，交易额达到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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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0 家企业积极响应，近 600 多种商品参加促销活
动，备货总值近 10 亿元……1 月 5 日，首届“逛唐山年货大
集 品唐山年货好礼”线上展销活动启动。在唐山市数字贸
易综合园区展厅内，百余位主播为该市名优特产、老字号、
地标产品和民俗产品积极带货，众多消费者采用扫码下单
和现场提货两种方式购买到了心仪的年货。截至1月10日
24时，活动成交额突破3亿元。

一端连着生产，一端连着消费，如今的唐山数字贸易产
业持续喷涌创新活力，信息支撑、物流带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电子商务发展格局加速形成。2021年，全市电子商务产业
发展水平领先全省，全年网络零售额超过170亿元，电子商务
产业直接解决就业超过4.1万人，间接带动就业约6.8万人，直
播基地、电商园区实现县区全覆盖。玉田县获批国家级电子商
务进农村示范县，跨境电商等数字贸易配套产业快速发展。

助商兴农，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1月8日19时，在唐山玉田县鸦鸿桥镇电商产业园，网
络主播郝宝玉夫妻正在直播平台销售按摩器，仅1个小时，
就销售了2000余单。郝宝玉夫妻以前做微商、直播带货，经
常既当主播又当打包工、搬运工，还面临着压款压货的风
险。自从 2020年入驻鸦鸿桥镇电商产业园后，供应链平台
选出物美价廉的产品，节省去一线市场筛选商品的时间，专
注带货的夫妻二人迅速成长为直播带货能手，年销售额达
四五百万元。“选品、打包、发货、售后，直播供应链全包了，
我们只需要做好直播环节就可以了。”郝宝玉介绍说。

为推动传统销售流通模式向电商模式转变，近年来，鸦
鸿桥镇建设了集电商培训、免费入驻、物流配送、运营管理、
金融法律支持于一体的电商产业园。依托鸦鸿桥镇小商品
城、昌升商贸物流广场、国际商贸城等12个专业市场和“四
街三路”沿街门店为依托的市场体系，逐步成了线上、线下
连接京津冀、吸纳江南、辐射三北的重要小商品集散地。
2021 年，鸦鸿桥镇所在的玉田县实现了农村电商全覆盖，
被确定为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唐山市商务局充分
利用该市特色农产品资源，开发“一村一品”，引导农业产业
龙头、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等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滦
南园艺工具、遵化银器、东新庄狗笼和宠物用品、迁西板栗、
乐亭果蔬、滦州服装、高新区陶瓷、滦南海产品、曹妃甸大米
等特色电商产业集群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支持金板栗网、荣鑫中药材、农交网等本地农村电商平
台大力发展，强化与叮咚买菜、顺联动力等省内外知名电子商
务平台深度合作。借助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知名电商平
台，开展专场网络营销，培育特色品牌，提升综合竞争力。2021

年农产品上行达到7亿元，农村网络零售额超过80亿元。
通过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唐山市农村电商发展

呈现出千帆竞秀、百舸争流的可喜局面。

赋能创新，消费品电商赢得先机

“您好！我是天鹅湖果蔬团配送员李强，您购买的蔬菜
放在门卫室了，外包装已经消毒，请放心食用，感谢您体验
果蔬团配送服务！”近期疫情出现反复，但家住路南区新华
联国花园社区的居民王老师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社区果蔬
团App下单，买到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

时下，疫情防控引发在线经济社会活动激增，在线生活
工作方式加速扩展，消费品电商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催化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在线工作与生活环境，有利
于电子商务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企业的经营组织方式
带来了挑战。如何在新的经济趋势中顺应个性化、分散化、
小型化、公共化的发展趋势，重构自己的产品线及生产经营
方式？对此，唐山市鼓励支持线上线下业务跨界融合发展，

“双线”融合工程诞生。

——鼓励传统商贸企业开拓线上业务，推动全市实体
零售业创新转型：爱琴海、吾悦广场、银泰百货、家万佳超
市、罗森便利店等零售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全面改造业务流
程，做精消费体验，大大提升顾客满意度。支持厨兴源、唐山
宴等餐饮企业以及唐百大集团、荷花坑市场等销售主体开
拓线上市场，提供线上体验、线上配送、线上售后一体化服
务，推动流通与消费加速升级。引导隆昌瓷业、铮诚电器、文
旅电商等生产企业开展线上直播营销、直播探厂活动，提升
顾客购销感受，打造从原材料采购到中间产品、终端产品制
造全程参与的采购体验。

——积极引导电商企业布局线下市场，给消费者带来
更多的体验感。支持苏宁易购、中国移动、星汉供应链、村云
别院、邦桀电商、乐丫等电子商务企业建设O2O体验店。帮
助淘鲜达、叮咚买菜、过来玩等生鲜电商平台对接生产厂
家，提供电商全程运营服务，赋能实体经济，以快速、高效、
便捷、低成本等特点，推动百货零售、餐饮配送等行业数字
升级。支持电子商务及跨境电子商务主体开设实体展示店、
体验店近20家，提供线下展销和售后服务。

协同整合，工业品电商崛起正当时

油盐酱醋茶，动动手指网上下单就可送上门来。而随着
市民在家DIY组装、维修的热情不断高涨和疫情的催化下，
常用的胶粘剂、螺丝螺帽、手电钻、工具配件等易耗品也能像
购买日用品这么方便吗？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可以通过电商
方便地购买到气动元件、搬运设备、暖通照明等工业品吗？随
着电商行业向纵深发展，这一应用场景在唐山正变为现实。

目前，新基建、工业互联网和5G技术迅猛发展，电子商
务从消费端加速向生产端扩展。而唐山市针对企业端的服
务项目正在强势兴起，撬动着全市规模庞大的工业数字贸
易市场。

与“小零件”不同，唐山市白手起家的80后女企业家晏
希会，瞄准的是大宗商品——钢铁。近年来，她致力于打造钢
铁行业的“阿里巴巴”，与团队不断创新，建立了“三平
台”——“报春钢铁大数据平台”“报春云上钢铁电商平台”和

“报春报废件共享平台”，并在北京中钢协院内设立报春研发
运营中心。在“立足唐山，面向全国”的战略指导下，公司的业
务覆盖32个省、市，并辐射到国际市场，拥有海内外会员企
业15万多家。2015年，公司挂牌新三板，成为华北地区首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新三板挂牌上市的钢铁电商企业。

以工业品和大宗商品为交易对象的工业品电商正在崛
起，并成为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唐山市鼓励
精品钢铁、现代商贸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海洋产业等支柱
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持现代化工、新型绿色建材、新能
源与新材料、文旅会展等提升品牌供应链整合能力；推进现
代应急装备、节能环保、生命健康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并
引导其提供在线交易、融资租赁、大数据管理等一体化服
务。力争到 2023年末，钢铁、装备制造、陶瓷等产业线上交
易通道顺畅，交易额达到4000亿元。

可喜的是，包括惠唐物联、唐宋大数据、成联电商、报春
钢铁等一批优秀的本地工业电商平台强势崛起，工业品电
商的黄金时代正在疾驰而来！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彭月
娟）1 月 11 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省级生态
园林城市（县城、城区）名单，迁安市成功入
选，标志着这座资源型城市探索生态建设新
模式取得新成效。在建设省级生态园林城市
过程中，迁安市坚持以“绿”为脉，努力打造
协调统一的生态型园林城市格局。

据了解，迁安于2008年成功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在此基础上，该市围绕“点上、面上、
线上”全面提升，坚持“扩绿、增绿、补绿、借
绿、管绿”，立体化、特色化、人性化推动生态

园林系统不断提档升级。目前，全市拥有公
园绿地523公顷、附属绿地444公顷、防护绿
地736公顷，绿地率达37.69%。

为加强生态防护，迁安市积极完善城市
防护林体系，加快风景林建设，实现精致“扩
绿”。其中，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
则，建设了滦河大坝绿化景观防护带，有效
起到了降温增湿“绿肺”、生态防洪“堤坝”等
多重作用，并与黄台山公园形成了“山、水、
绿、文”有机融合的生态涵养区、文旅休憩
区，并结合三里河综合改造工程实施了风景
林建设，让周边 5400亩土地实现增值，取得
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
同时，在市区周围沙坎地区加强防护林建
设，有效起到降低风速、抑制风沙、降低污染
的作用，共同织密城市内外生态防护的绿色
屏障。

聚焦重要节点，迁安市实施精密“增
绿”。按照“突出重点、扩大规模、合理布局、
提高档次”的原则，大规模实施了见缝插绿、
退硬还绿、垂直造绿工程，先后建成了钢城
东路、惠泉大街等一批省级园林式街道，形
成了国槐一条街、白蜡一条街、法桐一条街、
银杏一条街等一批特色街道，与街头绿地、
游园，形成了“美丽相伴”的园林景观。目
前，全市 44 条城市道路绿化面积 109 公顷，
绿廊绿道达到 33.2 公里。同时，在城区南四
环两侧、祺光桥北侧等城市规划预留绿地，
实施“园林+苗圃”模式，购进低规格苗木，
适当密植，既独自成园、提升景观效果，又自
我养护管理、提高苗木自给率，实现生态循
环发展。

针对单位庭院、居民社区等公共空间，
迁安市精准“补绿”，实施“拆墙透绿、造园

透景”，对全市 105 家单位庭院全部进行绿
化改造，绿地总面积达到 164.84 公顷。同
时，广泛开展“十万株绿树进社区”活动，实
现旧社区绿化改造达标率达到 80%以上，
新建社区绿化面积严格控制在 35%以上，
先后建成帝景豪庭等一批舒适宜人的现代
居住社区。

绿化工作不只政府出力，更要全民共建
共享。为此，迁安市大力推广绿地认建认养
活动，在各个居民小区和大小公园，形成了
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绿化模式。特别是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助力生态园林建设，其中，
采取企业投资建设、政府运营管理的模式，
投资 1.6亿元建设了占地 200余亩的燕鑫公
益园，并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

与此同时，迁安市把养护管理作为生
态园林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定了《关于市
区街道公共绿地市场化管理的实施方案》

《公园、广场管护标准》《街旁绿地、公园、
广场管护标准及考核办法》等，配置了专
业养护管理队伍和千余人的季节性临时
用工队伍，实现对市区内的公园、广场、道
路绿地进行常态长效分级养护管理，分级
养护面积达 1504.498 公顷，占建成区绿地
88.34%。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王
妍、李荣刚）笔者日前从唐山市科技局获
悉，2021年度河北省新认定科技领军企业
10家，唐山河北国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和唐山开元自动焊接装备有限公司成功
入选，占全省 2021年度新认定总数 20%。
截至目前，该市共有有效期内的科技领军
企业7家,占全省总数的15.9%。

科技领军企业是指创新能力强、引
领作用大、研发水平高、发展潜力好的行
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水平高，在关
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
术方面取得明显优势，是高新技术企业
做大做强的代表性企业。据介绍，河北
国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我省耐火材
料行业龙头企业，自主研发立项40多项，
获得自主知识产权证书 22 项，获得省科
学技术奖励 3 项，参与制定产品标准 10
项。唐山开元自动焊接装备有限公司以
焊接技术为核心，为国内诸多客户以及
重点工程提供了先进的自动焊接装备及
生产线，自动焊接装备产品连续三年在
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前三。

近年来，唐山市坚持以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为核心，以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企业
配置为路径，以精准科技服务为抓手，以
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大力培
育发展科技领军企业，积极做好后备企业
培育、申报认定服务指导工作。积极组织
动员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申报，并按照
申报企业实际情况开展“一对一”“点对
点”精准服务指导。积极推荐企业进入科
技领军企业后备培育库。采用常年申报、
定期备案的方式，筛选一批行业影响力
大、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好的高成长性
企业，推荐纳入全省科技领军企业后备培
育库。此次共有 3家企业进入 2021年度
河北省科技领军企业后备培育库。

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
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引导各科技领军企业持续
聚焦重点产业领域技术创新任务，依托自身核心资源和行业整
合能力，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创新资
源共享，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行业影响力和区域特色产业带
动作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汪洋）近期，迁西县在6公
里、24万平方米的长河河口建成
了集“水源涵养、生态宜居、郊野

游赏、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公园，使长河实现了由“短
板”变“样板”的华丽蜕变。近年来，为全面提升河道综合治理水
平，该县投资16.87亿元，实施了以河道综合治理、水源涵养及供
水、乡村振兴水环境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域治水清水润城
项目，全域水环境明显改善。

据了解，该县依托县大数据中心构建“天上看、河上巡、网上
管”的立体监管模式，按照县、乡、村河长职责，细化包河、巡河、
检查、考核机制，做到每个河段有人巡、有人管。探索“河长+”模
式，在全市率先成立“河长+检察长”工作联络室，建立“党建+河
长制”模式，组建1434人参加的357个志愿护河队，全方位广泛
宣传河长制，形成“人人参与，齐心护水”的浓厚氛围。

同时，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和使用效益为目标，以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为抓手，引领全社会节水。农业节水方面，推广林粮
间作模式和地膜覆盖、膜下滴灌技术，节水率达 30%至 50%。工
业节水方面，支持园区和工业企业开展节水技术和再生水循环
化使用改造，全县17家重点用水行业企业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
到了70.58%，全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82%以上。严格节水器具
的强制标准，全县39家公共机构节水型公共机构建成率100%，
全县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实行集中供水的39家住宅小区节水
型住宅小区建成率31%，公众节水意识不断增强。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张宏刚）“如遇燃气问题，
可以随时在群里喊我，我将竭诚为大家服务”“冬季采暖期，门窗
紧闭，燃气一旦泄漏不易排出，如果家中闻到类似燃气味道，请
及时与我联系”……近来，唐山市许多社区建立了“燃气管家微
信群”，该市燃气集团的燃气管家们发布安全用气知识，并接受
群众燃气问题咨询和情况报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唐山市住建局扎实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燃气安全，聚心为民服务，指导所属唐山
市燃气集团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全省首推燃气管家工作模
式，下沉社区延伸服务，走进社区与用户面对面，为百姓提供优质
服务，并利用微信平台发布停气通知、燃气安全常识、燃气安全法
律法规等信息，让群众用气更加安全、生活更加方便。截至目前，
唐山市城区内已有228名燃气管家与936个社区完成对接，自建
或加入社区微信群950个，进群人数达到155598人，累计为百姓
办理维修、安检及转办业务 4679件。按照唐山市燃气集团的规
划，实现了燃气管家服务模式在全集团范围内全覆盖。

为提升燃气服务质量，唐山市燃气集团制定出台了《唐山市
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燃气管家实施方案（试行）》，在供气区域范围
内建立社区服务网格，每个网格内设置1至2名燃气管家，以“燃
气服务区域化、燃气管理网格化、服务市民精准化”为目标，第一
时间解决网格内用户提出的问题和诉求，实现服务“零距离”。

如今，唐山市燃气集团的燃气管家们正奔忙在楼道住户之
间，通过微信群、专用电话、开设社区安全讲堂、发放宣传资料等
多渠道提醒市民关注室内燃气设施情况，关注燃气安全。

据了解，燃气管家的设立，细化了工作网格，缩小了管理单
元，省去了中间的等候环节和工作环节，提高了办事效率，拉近
了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提升了用户的服务体验，使用户的安全得
到了更多、更及时的保障。

目前，全市拥有公园绿地523

公顷、附属绿地444公顷、防

护绿地 736 公顷，绿地率达

37.69%

燃气管家服务模式
覆盖 936 个社区

迁西投资16.87亿元实施
全域治水清水润城项目

图①：在首届“逛唐山年货大集 品唐山年货好
礼”线上展销活动中，主播正在推介唐山特色农
产品。

图②：在首届“逛唐山年货大集 品唐山年货好
礼”线上展销活动现场，市民正在了解商品的线上购
买方法。

图③：在首届“逛唐山年货大集 品唐山年货好
礼”线上展销活动中，“主播带你赏陶瓷”以电商直播
的形式，宣传推介和展示销售唐山的精美瓷器。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刘禹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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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82%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