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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强全力营造“拴心留人”人才环境
目前已汇集各类人才4200多人，其中拥有高技能人才上千人

第八届市道德模范颁奖仪式举行
10名道德模范受表彰

服务满不满意 请群众来评议

119个市直单位接受群众现场评判

衡水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会揭牌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推进了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见效；实施规上工
业企业扩容、工业设计提升等工程，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02家；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双提升”计划和产
学研精准对接工程，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1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38家……

一项项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一个个项
目落地生根……2021年以来，衡水市坚持
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产业振兴强
市、结构调整富民”，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澎湃之力，描绘出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
画卷。

“产业振兴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衡水市的‘3+2’市域主导产业体系、

‘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但
总体上讲，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还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衡水市委书
记吴晓华说，今年，该市将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
增长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左右，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市、美丽衡水。

培优育新，传统与新兴产业并进

一根根红色聚酯材料细丝纵横交错，
随着织网机快速运转织成一张造纸网。1
月10日，在安平县河北鹤煌网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车间里，一条条丝网生产线正在全
速运行。

鹤煌公司是安平县众多丝网企业中的
代表。去年，经过新一轮的技改升级，相继
引进了12台国际先进的织网机、定型机、
插接机，同时引进专业人才组建研发团队，
自主研发了浆板网、卫生纸网等一些特种
网，让企业在技术方面始终保持业内领先
地位。

安平丝网作为衡水市县域特色产业集
群之一，近年来，该县以打造千亿级产业集
群为目标，制定特色产业振兴计划，推动产
业延链、强链、补链、固链。2021年，该县在
产业链构建、龙头企业培育、核心技术升级
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丝网产值达600亿元。

县域传统特色产业占据衡水工业经济
半壁江山，虽然在细分市场上都是“单打冠
军”，却“特而不大、大而不强”。该市认识
到，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产业
新体系，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该市为每个特色产业编制一个发展规划。
同时，建立公共平台、成立行业协会、培育
上市企业、推出标准品牌、开展专业培训

“五个一”工程，为县域特色产业迭代升级、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围绕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该市将
对17条重点产业链进行全面梳理，在每条
产业链形成“一张‘链主’或重点企业清单、
一张重点发展项目清单、一张产业链精准
招商清单”的“三张清单”，大力推行“链长
制”。逐个明确延链补链强链的方向和重
点，推动“3+2”市域主导产业体系加快形
成，确保“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
入增长15%以上。

同时，通过稳住大的、支持快的、培育
新的、帮助弱的、淘汰落后的“五措并举”，
加快引进实施一批产业化示范项目，完善
补齐中间关键环节，延伸拓展下游产品和
服务，培育生态主导型企业和关键环节卡
位企业。实施“育龙”工程，集中资源培育一

批营业收入超百亿、超50亿的企业，利用5
年的时间对重点骨干企业全部进行新一轮
技术改造，让衡水的企业大起来、多起来、
强起来。同时，引导传统企业“再创业”，培
育一批引领衡水经济发展的领军企业，培
养一支有开拓精神、前瞻眼光、国际视野的
新一代企业家队伍。

聚焦高新项目，增添发展新动能

一条条餐盒生产线时刻运转、一排排
印刷设备轰鸣作响……日前，故城县河北
全利高端软包装产业园生产车间内一派
繁忙。

河北全利高端软包装产业园项目是
2021年衡水市省级重点项目之一。由雄安
新区河北全利塑胶、融兴塑胶、嘉煜隆塑胶
等21家公司投资兴建，全部投产后，可年
产各种高档软包装材料50万吨，年销售收
入100亿元，形成制膜、制版、印刷、复合、
制袋等软包装产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

“目前，项目一期 14 栋车间已正式投
产达效，其余车间正在安装、调试设备，近
期也将全部投产。”故城县经济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局长刘斌介绍，项目达产后不仅能
给故城县带来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也填
补了该县软包装材料产业空白。

坚持“项目为王”，把抓产业项目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去年，衡水市
大力开展“投资和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
围绕主导产业，聚焦高端高新，出台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面向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
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招商。组织百家央企
进衡水，与30余家“中字头”企业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明确“一枢纽、四基地”功能定
位，大力实施“三个一百”工程，谋划建设雄

安 衡 水 协
作 区 、衡
水·雄安新
区配套产业
孵化基地、武
邑京津冀协同
发展产业园等战
略平台，北京威克
多制衣、上好佳天津大
湖等一批企业整体搬迁入
园，北京蒙牛、泰国正大等一批知名企
业落户衡水。

产业项目招商的丰硕成果，正在转化为
发展的新动能。在该市2021年发布的省市
重点项目建设清单中，涵盖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食品及生物医药、服务机器人、数字
经济、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目
前，全利塑胶PET蒸镀膜和软包装材料等
61个省市重点项目实现投产或部分投产，
河北优正高端胶管及耐腐蚀密封件生产项
目、河北浩霖斯环保设备项目等7个项目实
现提前开工建设。目前，该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达1002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5.7%。

今年，该市把投资和项目建设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招大商引强企，突出产
业链招商，争取在投资超百亿元项目上实
现新突破。高标准组织长三角、珠三角、京
津雄等重点区域投资推介会，提高招商实
效。同时，强化市县联动，充实招商队伍，创
新招商方式，完善配套政策，真正使项目引
得来、落得下、发展得好。

同时，实施“五个一百”产业项目，每年
安排省市重点开工项目、续建项目、前期项
目、谋划项目、技改项目各100个以上。深

入开展“谋跑争促”活动，建立招商项目库，
形成梯次推进工作格局。同时，接续实施“3
个 10”双基项目，力争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000亿元，招商项目签约总额保持在1500
亿元以上。

坚持创新，打造京津冀科技
创新支点城市

不久前，衡水高新区再次传出喜讯，该
区与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合作共建的
中科衡发兆瓦级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系
统在衡水科技谷顺利竣工。这标志着这一
世界级科技成果已进入产业化前端，对我
国能源产业革命、衡水高新区先进制造产
业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衡水市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明确提出全面融入京南国家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打造京津冀科技创新重
要支点城市。去年以来，该市坚持增投入、
育主体、建平台、促转化、优环境统筹发力，
持续催生发展新动能。

如今，在科技谷，衡水与 12 家国内外
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已建成绿色化工、能源
材料、生命健康、节能环保4个中试平台、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个院士工作站。全
市累计建成省级技术创新中心47家、省级
产业技术研究院1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4
家，制定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123件，开发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451项，获得知识
产权成果 173 项，新产品销售收入 6.6 亿
元，呈现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
生动局面。

衡水科技谷是衡水市正在打造的“南
北创新轴带”的重要部分。该市聚焦市域主
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以产业链现代化
为目标，以整合市内外科技资源为发力点，

培育提升一批比较优势突出的创新
型园区，形成衡水科技谷和雄

安衡水协作区，以衡水农
业科技创新谷、衡水数字

产业园、冀深智能康辅
器具产业示范区、武
邑智能安防产业园
和衡水创新港“两核
五园”为支撑的衡
水市域内南北向创
新轴带，提升衡水整
体创新能力。

今年，该市提出，
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以成果转化为重
点打造创新创业局部强势。

以产业振兴的人才需求为牵
引，聚焦吸引京津及发达地区创新

资源，着力优化创新生态，搭建创新平台，
使衡水成为北方最具吸引力的科技成果试
验转化基地。

该市实施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双提升”计划和产学研精准对接工
程，支持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
合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争取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70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达到82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60%。加快产
业创新步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

“京津研发、衡水转化”，实施协同创新示范
工程，全面融入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年对接帮扶企业不少于100家、
转化重大科技成果10项以上。

同时，为了完善创新政策体系，该市加
强与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促进京
津科技资源与衡水优势产业精准对接，推动
开发区“二次创业”，努力提升开发区能级，
力争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超过70家，产
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等创新平台超过90家。同时，科学编制实
施战略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完善政策
体系，力争衡水高新区成功创建国家高新
区，营业收入力争突破1500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年来，枣强县
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搭平台、建机制、
出政策，着力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为县域
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截至目
前，该县已汇集各类人才4200多人，其中包
括高技能人才上千人。

种好“梧桐树”，强化平台建设。该县鼓
励企业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创新中
心、院士工作站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吸引
高端人才，县财政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目前，
全县共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16家，吸引创新
创业高端人才100余名。该县还以恒润复合
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大营西亚皮草新城

为载体，分别注册成立枣强县工业设计创新
中心和枣强裘皮设计创新中心。依托枣强县
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与河北上品极致工业设
计有限公司等3家设计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3家公司全部入驻中心；依托枣强裘皮设
计创新中心，通过与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合
作，建设裘皮服装设计实习基地，并与10余
家皮草服装设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伸出“橄榄枝”，强化校企对接。该县成立
由组织、人社、发改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产业人才领导小组，协助县域企业与国内
高等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目前，恒润、科
力等12家企业，分别与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

等签订合作协议，成功引进高层次人才32名。
产业人才领导小组定期协调相关科研院校的
专家教授“传经送宝”，形成校企对接人才交
流互动的良性格局。目前，已有22家企业与相
关科研院校建立长期协作关系，有21名全国
著名专家、学者被企业聘为技术顾问。该县还
依托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平台，与
国内15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
攻关，引进高层次人才12名，并培训本土技能
型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3000多人次。

敞开“回家路”，完善机制办法。该县积极
为各类人才回乡创业开辟通道，枣强籍在外
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以及枣强

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配偶、直系亲属为外
地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符合回调基
本条件的，鼓励回调进行对口安置。目前已
对符合条件的24人进行了初审登记。主动对
接京津、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枣强籍创业人
员，引导和扶持在外优秀人员返乡创业。目
前，已成功吸引上海拓及轨道、北京兆兴印
刷等一批枣强籍在外人才回乡投资置业。

营造“磁力场”，优化激励服务。该县设立
“人才引进科技研发专项资金”，对引进的专
家、领军型、高端人才（团队）取得的重大科技
成果、研发创新平台，在该县落地转化的，由
县财政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对携带成果、项
目、专利等在县域内干事创业的人才，在项目
审批、土地征用等方面优先安排，并适当减免
有关费用。对落地高端人才在子女升学、配偶
就业、住房等方面优先照顾，积极为引进的科
技人才排忧解难。该县还每两年评选一次县
管科技拔尖人才，予以重奖。对评选出的“县
管拔尖人才”每人一次性奖励5000元，在全
县营造了重才、爱才、用才的浓厚氛围。

目前，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1002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2%，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5.7%。接续实施“3个

10”双基项目，力争固定资产投

资突破1000亿元，招商项目签

约总额保持在1500亿元以上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2021年，衡水市把推进农村厕所改造
提升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百姓生
活品质的重要举措，全年完成户厕改造近 6.5 万座，占任务量的
118.1%；完成公厕改造2014座，占任务量的100.7%。

2021年年初，衡水市成立农村厕所改造提升领导小组，以户
厕改造和公厕建设为重点，制定了全市农村厕所改造提升工程工
作方案，加快推进具备改厕条件的村庄旱厕改水厕，应改尽改。在
推进项目建设同时，该市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村改厕督导
检查行动，确保农村厕所改一座、成一座，让人民群众满意。

改好，还要用好。衡水市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建立了厕所
清淘机制，各县（市、区）聘请专业服务公司，根据辖区内改厕村庄
数量、服务人口、运输距离等因素，分片区成立农厕服务组织，开展
价格合理、清淘及时的清运服务。目前，全市配备大、中、小各种类
型抽粪车1081辆，建设粪污收集站点203个，实现114个乡镇全面
覆盖。建立了厕具维修服务机制，各县（市、区）引导厕具生产供货
企业或其他经营者，成立维修服务公司开展厕具维修服务，在产
品、工程质保期范围内出现的问题，维修费用由供货企业或施工单
位承担，超出质保期质保范围或人为损坏的，维修费用由农户承
担，实行低价有偿服务。目前，全市13个县（市、区）已建成厕具维修
站点91个，配备人员239人，服务能力基本覆盖了所有改厕村庄。
建立了农村改厕投诉举报制度，各县（市、区）均在村宣传栏等明显
位置，张贴了告知书，公布了省、市、县三级监督举报电话，及时接
收群众来信来访，让群众对农村改厕和后续服务工作进行监督。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近日，由衡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办，衡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承办的“道德高地 大爱衡水”第
八届衡水市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行。

此次道德模范宣传推选活动，是近年来衡水市公民道德建设
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颁奖仪式上受表彰的10名道德模范，
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强大的感召力，其中有助人为乐的榜样赵东
朝、张跃中、张建辉，有见义勇为的英雄符爱莫，有诚实守信的典型
高爽，有敬业奉献的楷模高坤、郑连行、李东，有孝老爱亲的表率祖
小仿、于邦怀，他们用自己的善行义举感动社会、温暖人心，在平凡
之中创造出不平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是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为全市树立了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
标杆。

近年来，衡水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民道
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在2021年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张志旺被授予全国孝老爱
亲模范。目前，该市共有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5名、河北
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18名、衡水市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
者73名，道德模范群体日益壮大、“道德高地”品牌越发厚重。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工作做得怎么样，群众最清楚、感触最
深刻，也最有发言权。日前，衡水市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
党代表、社会各界人士、民营企业家代表，对119个市直单位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和机关作风评议，并现场出分排名。

“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和机关作风评议活动，目的是为市级机
关作风建设更好发展找准症结、精准施策提供参考依据，进一步督
促市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调整精神状态，激发工作动力。”衡水市
直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测评作为群众满意度评议的一项重要
内容，其结果占全部评测结果的20%权重。测评现场，代表们听取
了20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通报，随后结合各参评单位的工作作
风、任务落实、转变职能等工作情况，逐一投票、现场出分、现场公
布，保证了评议结果的公平公开公正。

测评结束后，该市将测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及时反馈到各有
关单位，通过评议促进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不断提高社会公众服务质量和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焦磊）日前，衡水市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会举
行成立暨揭牌仪式。衡水市文明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行政
审批局、市民政局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协会会员代表等40余人参
加了成立大会。

据悉，衡水市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会是由该市文史学者、院校教
授、党员代表、复转军人代表、部分企业家组成的专业性社会团体，
集红色文化传承的研究、宣传、教育、推广、培训、开发于一体，是衡
水市唯一一家红色文化传承研究社团组织。

会长刘义沛表示，协会将充分发挥衡水市红色资源优势，与全
国重点红色传承基地进行多方位合作，创作及拍摄文艺作品、红色
影视剧；举办党史、国史、军史、党建等图片展览，开展标准化、系统
化、模块化的党建培训。同时，通过红色文化与旅游、研学等方式相
结合的方式，组织红色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老
区等活动。

去年全市改造农村户厕近6.5万座

▲日前，在景县经济开发区衡德工业园的卓凡液压科技
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进行高压胶管钢丝合股作业。

▶近日，在位于故城县的河北全利高端软包装产业园
内，河北恒溢海翔纸塑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进行餐盒
成型作业。 本组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焦磊摄

铸造新引擎 激发新动能

衡水加快产业振兴强市步伐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日前，深州市河北星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
对鸡蛋进行分拣。近年来，该市大力发展中药材、设施蔬菜、畜禽养
殖等特色农业，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占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