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金秋时节，邢台又迎来一喜事：
国内外百家优秀民营企业来做客。

这是一个机遇。
市委、 市政府将京津冀协同发

展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提出
在更大的区域、 更高的层次参与区
域分工与合作。各位企业家的到来，
必会瞅准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邢
台各地各部门也将抓住、 抓牢这次
机遇，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这是一次检阅。
把客人请进来，能否留得住，是

对邢台发展环境的一次检阅。 本市
已构筑起现代产业格局； 省级开发
区县县全覆盖， 省级园区均已实现

“十通一平”；职业教育发达，与天津
海关报关一体化……

相信， 国内外民企与邢台牵手
合作、共谋发展，必将为邢台的经济
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为邢台加快实
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打
下重要基础。

■本报记者 麻国栋

拥有七大主导产业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最突出
结束重工业独大的格局，加快现代

产业发展……近年来，邢台产业结构调
整正在加快进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邢台市已构筑起
产业基础雄厚、 轻重工业比例均衡、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格局。拥有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建材、煤盐化
工、钢铁深加工、食品医药、纺织服装七

大主导产业。
此外，邢台是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最为突出的地区，目前本市共有六
大特色产业集群，分别是：沙河新型玻
璃产业集群、 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隆尧方便食品产业集群、平乡广宗自行
车及零部件生产制造产业集群、清河汽
摩配件产业集群、 清河羊绒产业集群

等。
围绕原有产业基础和本市的产业

升级路线，本市接下来将重点发展的是
“4+2”新兴主导产业。“4”是指先进装备
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节能环保四大产业，“2”是指现
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省级开发区全覆盖 打造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本市共有

22 家省级开发区，3 家省级物流园区，
14 家市级开发区， 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省级开发区县县全覆盖。 目前，省级园
区均已实现“十通一平”，个别园区还可
根据项目个性化需求提供十一通、十二
通、十三通(人才通、金融通、信息通)，配
套设施完善，企业发展平台广阔。

当前， 本市正全力打造邢东新区、
滏阳经济开发区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邢东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平台。 该区涵盖六大功能区（分别是上
东片区、高铁片区、邢台开发区、任县
产城区、南和产城区、物流园区），将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
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及生活配
套设施。

滏阳经济开发区拟打造成河北省
跨行政区域创新融合示范区。该区由最

具投资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隆尧县东方
食品城、任县邢家湾工业园区和巨鹿县
西郭城镇产业园三园融合发展，重点发
展食品制造和装备制造产业，全力将其
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的发展基
地。

这两个新区的建设，将成为本市的
经济腾飞的两翼，为本市以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加快构建高效政府职能体系
区域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 本市

目前共有高等院校 6 所， 在校生 10 万
人。 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75
所，在校生逾 15 万人，其中邢台职业技
术学院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邢
台技师学院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在通关保障方面，邢台海关可以快

捷高效地为进出口企业、科研等单位办
理减免税、一般贸易进出口、加工贸易
进出口、 外贸企业注册等各大类海
关业务， 实现了与天津海关报关一
体化。

目前，本市正加快构建“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
职能体系。威县已在全省率先成立行政

审批局，一枚公章“包办”140 项行政审
批职责， 是河北省综合改革唯一试点
县。

同时，本市拥有完善的文化、生活、
娱乐、健康等设施，重要客商在邢台可
享受就医、子女入学和休闲旅游等一系
列便利政策及城市礼遇，使客商创业安
心，生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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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得好巢引金凤

百家优秀民企来邢共谋发展

中国·邢台
民营企业领袖峰会今日举行
举办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重点项目产业对接等活动

本报讯 民营经济成为了国民经
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激活
邢台民营经济？ 昨日，国内外百家优秀
民营企业负责人来到邢台，参加今天举
行的中国·邢台民营企业领袖峰会
暨“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

此次峰会由省工商联、市政府主
办，市工商联、市商务局承办。 旨在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百家
优秀民企进邢台” 活动取得阶段性
突破， 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步
伐。

峰会上，将举办重点产业专题对接

会、“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邀请客商参观考察本市部分产业园
区、企业、项目。

在重点产业专题对接部分，将
分别举办环保产业、 厦门深圳上海
产业、农业项目、对接北京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 威 县 汽 摩 配 件 用 品 产

业 、 威县-顺义产业园区等专题对
接会。

邀请客商考察环节，将根据客商实
际情况， 进行汽摩产业专题参观考察、
开发区宁晋县专题考察、医药产业专题
考察。

（本报记者 麻国栋 侯东杰）

拍卖
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

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南和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
开拍卖南和县原种场
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宗，
位于南和县三召乡东
善友桥村北，租赁期限
为 5 年，面积 45 亩，仅
限种植粮食、 蔬菜、棉
花和油料作物，地上附
着物由南和县原种场
负责清理、拆除，恢复
耕地。 有意竞买者请持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两张）、 保证金转
款凭证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 16 时 30 分前（节
假日除外）到南和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
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10000
元；

保证金交付方式：
竞买人本人账户转账

账 户 名： 南和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 建设银
行邢台南和支行

账 号 ：
13001655918050507153
��������展示时间：2015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
在地

南和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联系电话：
0319———4667517�薛辉

拍卖公司电话：
0319———2296865、
15097963913�����张鸿飞

邢台融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19 日

拥有难得发展机遇
地处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邢台市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晋冀鲁豫交通
枢纽，350公里半径圈内有八大机场， 四大港口。
邢台已快速融入北京 2 小时经济圈，北京到邢台
高铁只需一小时五十分钟，邢台周边有 3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些，成为邢台加快发展的先
天优势。

此外，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两
大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拥有难得的政策发展机
遇。

如今，市委、市政府始终将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邢台市委邢台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邢台要以积极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借力推动邢台跨越发展
为基本出发点，把崛起和服务作为关键，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 利用好京津冀和
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域优势，
在更大的区域、 更高的层次参与区域分工
与合作 ， 努力实现邢台科学发展、 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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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七大主导产业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最突出
结束重工业独大的格局，加快现代

产业发展……近年来，邢台产业结构调
整正在加快进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邢台市已构筑起
产业基础雄厚、 轻重工业比例均衡、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格局。拥有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建材、煤盐化
工、钢铁深加工、食品医药、纺织服装七

大主导产业。
此外，邢台是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最为突出的地区，目前本市共有六
大特色产业集群，分别是：沙河新型玻
璃产业集群、 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隆尧方便食品产业集群、平乡广宗自行
车及零部件生产制造产业集群、清河汽
摩配件产业集群、 清河羊绒产业集群

等。
围绕原有产业基础和本市的产业

升级路线，本市接下来将重点发展的是
“4+2”新兴主导产业。“4”是指先进装备
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节能环保四大产业，“2”是指现
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省级开发区全覆盖 打造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本市共有

22 家省级开发区，3 家省级物流园区，
14 家市级开发区， 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省级开发区县县全覆盖。 目前，省级园
区均已实现“十通一平”，个别园区还可
根据项目个性化需求提供十一通、十二
通、十三通(人才通、金融通、信息通)，配
套设施完善，企业发展平台广阔。

当前， 本市正全力打造邢东新区、
滏阳经济开发区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邢东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平台。 该区涵盖六大功能区（分别是上
东片区、高铁片区、邢台开发区、任县
产城区、南和产城区、物流园区），将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
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及生活配
套设施。

滏阳经济开发区拟打造成河北省
跨行政区域创新融合示范区。该区由最

具投资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隆尧县东方
食品城、任县邢家湾工业园区和巨鹿县
西郭城镇产业园三园融合发展，重点发
展食品制造和装备制造产业，全力将其
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的发展基
地。

这两个新区的建设，将成为本市的
经济腾飞的两翼，为本市以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加快构建高效政府职能体系
区域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 本市

目前共有高等院校 6 所， 在校生 10 万
人。 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75
所，在校生逾 15 万人，其中邢台职业技
术学院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邢
台技师学院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在通关保障方面，邢台海关可以快

捷高效地为进出口企业、科研等单位办
理减免税、一般贸易进出口、加工贸易
进出口、 外贸企业注册等各大类海
关业务， 实现了与天津海关报关一
体化。

目前，本市正加快构建“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
职能体系。威县已在全省率先成立行政

审批局，一枚公章“包办”140 项行政审
批职责， 是河北省综合改革唯一试点
县。

同时，本市拥有完善的文化、生活、
娱乐、健康等设施，重要客商在邢台可
享受就医、子女入学和休闲旅游等一系
列便利政策及城市礼遇，使客商创业安
心，生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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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优秀民企来邢共谋发展

中国·邢台
民营企业领袖峰会今日举行
举办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重点项目产业对接等活动

本报讯 民营经济成为了国民经
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激活
邢台民营经济？ 昨日，国内外百家优秀
民营企业负责人来到邢台，参加今天举
行的中国·邢台民营企业领袖峰会
暨“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

此次峰会由省工商联、市政府主
办，市工商联、市商务局承办。 旨在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百家
优秀民企进邢台” 活动取得阶段性
突破， 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步
伐。

峰会上，将举办重点产业专题对接

会、“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邀请客商参观考察本市部分产业园
区、企业、项目。

在重点产业专题对接部分，将
分别举办环保产业、 厦门深圳上海
产业、农业项目、对接北京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 威 县 汽 摩 配 件 用 品 产

业 、 威县-顺义产业园区等专题对
接会。

邀请客商考察环节，将根据客商实
际情况， 进行汽摩产业专题参观考察、
开发区宁晋县专题考察、医药产业专题
考察。

（本报记者 麻国栋 侯东杰）

拥有难得发展机遇
地处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邢台市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晋冀鲁豫交通
枢纽，350公里半径圈内有八大机场， 四大港口。
邢台已快速融入北京 2 小时经济圈，北京到邢台
高铁只需一小时五十分钟，邢台周边有 3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些，成为邢台加快发展的先
天优势。

此外，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两
大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拥有难得的政策发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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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邢台市委邢台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邢台要以积极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借力推动邢台跨越发展
为基本出发点，把崛起和服务作为关键，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 利用好京津冀和
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域优势，
在更大的区域、 更高的层次参与区域分工
与合作 ， 努力实现邢台科学发展、 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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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新兴主导产业。“4”是指先进装备
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节能环保四大产业，“2”是指现
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省级开发区全覆盖 打造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本市共有

22 家省级开发区，3 家省级物流园区，
14 家市级开发区， 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省级开发区县县全覆盖。 目前，省级园
区均已实现“十通一平”，个别园区还可
根据项目个性化需求提供十一通、十二
通、十三通(人才通、金融通、信息通)，配
套设施完善，企业发展平台广阔。

当前， 本市正全力打造邢东新区、
滏阳经济开发区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邢东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平台。 该区涵盖六大功能区（分别是上
东片区、高铁片区、邢台开发区、任县
产城区、南和产城区、物流园区），将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
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及生活配
套设施。

滏阳经济开发区拟打造成河北省
跨行政区域创新融合示范区。该区由最

具投资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隆尧县东方
食品城、任县邢家湾工业园区和巨鹿县
西郭城镇产业园三园融合发展，重点发
展食品制造和装备制造产业，全力将其
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的发展基
地。

这两个新区的建设，将成为本市的
经济腾飞的两翼，为本市以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加快构建高效政府职能体系
区域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 本市

目前共有高等院校 6 所， 在校生 10 万
人。 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75
所，在校生逾 15 万人，其中邢台职业技
术学院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邢
台技师学院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在通关保障方面，邢台海关可以快

捷高效地为进出口企业、科研等单位办
理减免税、一般贸易进出口、加工贸易
进出口、 外贸企业注册等各大类海
关业务， 实现了与天津海关报关一
体化。

目前，本市正加快构建“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
职能体系。威县已在全省率先成立行政

审批局，一枚公章“包办”140 项行政审
批职责， 是河北省综合改革唯一试点
县。

同时，本市拥有完善的文化、生活、
娱乐、健康等设施，重要客商在邢台可
享受就医、子女入学和休闲旅游等一系
列便利政策及城市礼遇，使客商创业安
心，生活开心。

筑得好巢引金凤

百家优秀民企来邢共谋发展

中国·邢台
民营企业领袖峰会今日举行
举办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重点项目产业对接等活动

本报讯 民营经济成为了国民经
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激活
邢台民营经济？ 昨日，国内外百家优秀
民营企业负责人来到邢台，参加今天举
行的中国·邢台民营企业领袖峰会
暨“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

此次峰会由省工商联、市政府主
办，市工商联、市商务局承办。 旨在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百家
优秀民企进邢台” 活动取得阶段性
突破， 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步
伐。

峰会上，将举办重点产业专题对接

会、“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邀请客商参观考察本市部分产业园
区、企业、项目。

在重点产业专题对接部分，将
分别举办环保产业、 厦门深圳上海
产业、农业项目、对接北京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 威 县 汽 摩 配 件 用 品 产

业 、 威县-顺义产业园区等专题对
接会。

邀请客商考察环节，将根据客商实
际情况， 进行汽摩产业专题参观考察、
开发区宁晋县专题考察、医药产业专题
考察。

（本报记者 麻国栋 侯东杰）

拥有难得发展机遇
地处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邢台市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晋冀鲁豫交通
枢纽，350公里半径圈内有八大机场， 四大港口。
邢台已快速融入北京 2 小时经济圈，北京到邢台
高铁只需一小时五十分钟，邢台周边有 3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些，成为邢台加快发展的先
天优势。

此外，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两
大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拥有难得的政策发展机
遇。

如今，市委、市政府始终将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邢台市委邢台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邢台要以积极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借力推动邢台跨越发展
为基本出发点，把崛起和服务作为关键，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 利用好京津冀和
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域优势，
在更大的区域、 更高的层次参与区域分工
与合作 ， 努力实现邢台科学发展、 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

2 拥有七大主导产业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最突出
结束重工业独大的格局，加快现代

产业发展……近年来，邢台产业结构调
整正在加快进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邢台市已构筑起
产业基础雄厚、 轻重工业比例均衡、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格局。拥有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建材、煤盐化
工、钢铁深加工、食品医药、纺织服装七

大主导产业。
此外，邢台是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最为突出的地区，目前本市共有六
大特色产业集群，分别是：沙河新型玻
璃产业集群、 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隆尧方便食品产业集群、平乡广宗自行
车及零部件生产制造产业集群、清河汽
摩配件产业集群、 清河羊绒产业集群

等。
围绕原有产业基础和本市的产业

升级路线，本市接下来将重点发展的是
“4+2”新兴主导产业。“4”是指先进装备
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节能环保四大产业，“2”是指现
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省级开发区全覆盖 打造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本市共有

22 家省级开发区，3 家省级物流园区，
14 家市级开发区， 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省级开发区县县全覆盖。 目前，省级园
区均已实现“十通一平”，个别园区还可
根据项目个性化需求提供十一通、十二
通、十三通(人才通、金融通、信息通)，配
套设施完善，企业发展平台广阔。

当前， 本市正全力打造邢东新区、
滏阳经济开发区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邢东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平台。 该区涵盖六大功能区（分别是上
东片区、高铁片区、邢台开发区、任县
产城区、南和产城区、物流园区），将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
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及生活配
套设施。

滏阳经济开发区拟打造成河北省
跨行政区域创新融合示范区。该区由最

具投资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隆尧县东方
食品城、任县邢家湾工业园区和巨鹿县
西郭城镇产业园三园融合发展，重点发
展食品制造和装备制造产业，全力将其
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的发展基
地。

这两个新区的建设，将成为本市的
经济腾飞的两翼，为本市以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加快构建高效政府职能体系
区域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 本市

目前共有高等院校 6 所， 在校生 10 万
人。 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75
所，在校生逾 15 万人，其中邢台职业技
术学院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邢
台技师学院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在通关保障方面，邢台海关可以快

捷高效地为进出口企业、科研等单位办
理减免税、一般贸易进出口、加工贸易
进出口、 外贸企业注册等各大类海
关业务， 实现了与天津海关报关一
体化。

目前，本市正加快构建“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
职能体系。威县已在全省率先成立行政

审批局，一枚公章“包办”140 项行政审
批职责， 是河北省综合改革唯一试点
县。

同时，本市拥有完善的文化、生活、
娱乐、健康等设施，重要客商在邢台可
享受就医、子女入学和休闲旅游等一系
列便利政策及城市礼遇，使客商创业安
心，生活开心。

筑得好巢引金凤

百家优秀民企来邢共谋发展

中国·邢台
民营企业领袖峰会今日举行
举办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重点项目产业对接等活动

本报讯 民营经济成为了国民经
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激活
邢台民营经济？ 昨日，国内外百家优秀
民营企业负责人来到邢台，参加今天举
行的中国·邢台民营企业领袖峰会
暨“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

此次峰会由省工商联、市政府主
办，市工商联、市商务局承办。 旨在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百家
优秀民企进邢台” 活动取得阶段性
突破， 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步
伐。

峰会上，将举办重点产业专题对接

会、“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邀请客商参观考察本市部分产业园
区、企业、项目。

在重点产业专题对接部分，将
分别举办环保产业、 厦门深圳上海
产业、农业项目、对接北京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 威 县 汽 摩 配 件 用 品 产

业 、 威县-顺义产业园区等专题对
接会。

邀请客商考察环节，将根据客商实
际情况， 进行汽摩产业专题参观考察、
开发区宁晋县专题考察、医药产业专题
考察。

（本报记者 麻国栋 侯东杰）

拥有难得发展机遇
地处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邢台市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晋冀鲁豫交通
枢纽，350公里半径圈内有八大机场， 四大港口。
邢台已快速融入北京 2 小时经济圈，北京到邢台
高铁只需一小时五十分钟，邢台周边有 3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些，成为邢台加快发展的先
天优势。

此外，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两
大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拥有难得的政策发展机
遇。

如今，市委、市政府始终将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邢台市委邢台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邢台要以积极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借力推动邢台跨越发展
为基本出发点，把崛起和服务作为关键，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 利用好京津冀和
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域优势，
在更大的区域、 更高的层次参与区域分工
与合作 ， 努力实现邢台科学发展、 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

3

拥有七大主导产业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最突出
结束重工业独大的格局，加快现代

产业发展……近年来，邢台产业结构调
整正在加快进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邢台市已构筑起
产业基础雄厚、 轻重工业比例均衡、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格局。拥有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型建材、煤盐化
工、钢铁深加工、食品医药、纺织服装七

大主导产业。
此外，邢台是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最为突出的地区，目前本市共有六
大特色产业集群，分别是：沙河新型玻
璃产业集群、 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隆尧方便食品产业集群、平乡广宗自行
车及零部件生产制造产业集群、清河汽
摩配件产业集群、 清河羊绒产业集群

等。
围绕原有产业基础和本市的产业

升级路线，本市接下来将重点发展的是
“4+2”新兴主导产业。“4”是指先进装备
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节能环保四大产业，“2”是指现
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省级开发区全覆盖 打造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本市共有

22 家省级开发区，3 家省级物流园区，
14 家市级开发区， 率先在全省实现了
省级开发区县县全覆盖。 目前，省级园
区均已实现“十通一平”，个别园区还可
根据项目个性化需求提供十一通、十二
通、十三通(人才通、金融通、信息通)，配
套设施完善，企业发展平台广阔。

当前， 本市正全力打造邢东新区、
滏阳经济开发区两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邢东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平台。 该区涵盖六大功能区（分别是上
东片区、高铁片区、邢台开发区、任县
产城区、南和产城区、物流园区），将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
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及节
能环保产业、现代物流等产业及生活配
套设施。

滏阳经济开发区拟打造成河北省
跨行政区域创新融合示范区。该区由最

具投资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隆尧县东方
食品城、任县邢家湾工业园区和巨鹿县
西郭城镇产业园三园融合发展，重点发
展食品制造和装备制造产业，全力将其
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四化联动的发展基
地。

这两个新区的建设，将成为本市的
经济腾飞的两翼，为本市以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打造最优发展环境 加快构建高效政府职能体系
区域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 本市

目前共有高等院校 6 所， 在校生 10 万
人。 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75
所，在校生逾 15 万人，其中邢台职业技
术学院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邢
台技师学院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在通关保障方面，邢台海关可以快

捷高效地为进出口企业、科研等单位办
理减免税、一般贸易进出口、加工贸易
进出口、 外贸企业注册等各大类海
关业务， 实现了与天津海关报关一
体化。

目前，本市正加快构建“权界清晰、
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
职能体系。威县已在全省率先成立行政

审批局，一枚公章“包办”140 项行政审
批职责， 是河北省综合改革唯一试点
县。

同时，本市拥有完善的文化、生活、
娱乐、健康等设施，重要客商在邢台可
享受就医、子女入学和休闲旅游等一系
列便利政策及城市礼遇，使客商创业安
心，生活开心。

筑得好巢引金凤

百家优秀民企来邢共谋发展

中国·邢台
民营企业领袖峰会今日举行
举办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重点项目产业对接等活动

本报讯 民营经济成为了国民经
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激活
邢台民营经济？ 昨日，国内外百家优秀
民营企业负责人来到邢台，参加今天举
行的中国·邢台民营企业领袖峰会
暨“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

此次峰会由省工商联、市政府主
办，市工商联、市商务局承办。 旨在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百家
优秀民企进邢台” 活动取得阶段性
突破， 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步
伐。

峰会上，将举办重点产业专题对接

会、“百家优秀民企进邢台”项目签约仪
式，邀请客商参观考察本市部分产业园
区、企业、项目。

在重点产业专题对接部分，将
分别举办环保产业、 厦门深圳上海
产业、农业项目、对接北京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 威 县 汽 摩 配 件 用 品 产

业 、 威县-顺义产业园区等专题对
接会。

邀请客商考察环节，将根据客商实
际情况， 进行汽摩产业专题参观考察、
开发区宁晋县专题考察、医药产业专题
考察。

（本报记者 麻国栋 侯东杰）

拥有难得发展机遇
地处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邢台市区位优势明显，是连接晋冀鲁豫交通
枢纽，350公里半径圈内有八大机场， 四大港口。
邢台已快速融入北京 2 小时经济圈，北京到邢台
高铁只需一小时五十分钟，邢台周边有 3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些，成为邢台加快发展的先
天优势。

此外，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两
大国家战略核心区域， 拥有难得的政策发展机
遇。

如今，市委、市政府始终将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邢台市委邢台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邢台要以积极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借力推动邢台跨越发展
为基本出发点，把崛起和服务作为关键，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 利用好京津冀和
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域优势，
在更大的区域、 更高的层次参与区域分工
与合作 ， 努力实现邢台科学发展、 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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