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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一进腊月门，转眼就是年”。
今天是腊月十五，农历新年也进入
了倒计时。“今年年夜饭吃什么？在
哪吃？”被不少家庭提上议事日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酒
店吃年夜饭，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今年我市各大酒店年夜饭预订
火爆。

年夜饭预订有点火

年夜饭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吃
饭，所以，包间尤为受欢迎。

虽然刚进腊月，但市区各酒店
年夜饭预订业务却早已悄然开始。

“上个月二楼和三楼的包间基本订完
了，只有顾客退订，才能订到包
间。”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两年来，选择在酒店吃年夜
饭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论大型
酒店还是小型餐饮企业的包间都非
常紧俏，特别是 10人上下的大桌，
基本订完。

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去年想
在酒店订年夜饭，结果晚了没订
上，今年我 提 前 一 个 多 月 就 来
订，没想到还是不够早，跑了好

几个地方才订上。”
记者在守敬路几家酒店了解

到，年夜饭的预订在三四个月前就
已经开始了。现在，包间已经基本
预订一空，部分酒店大厅还有空
桌。许多市民为了能选一个好的就
餐环境，往往提前半年就开始预订
年夜饭了。

为什么预订如此火爆？业内人
士指出，有年夜饭服务的餐厅多是
相对较大的餐厅酒楼，且年夜饭预订
主要针对包间，大部分饭店的包间数
量都比较有限。而春节期间本身也有
一些餐企选择不营业，消费者可以选
择的餐厅较平时用餐少得多。

在年夜饭预订如火如荼的同
时，市有关部门提醒消费者，在预
订年夜饭时最好以书面形式与商家
约定好具体事项，包括就餐时间、
就餐场所、菜单菜名、主要食材的
分量、是否可以自带酒水、有无包
间费以及节日期间是否有其他的收
费项目等。

网购半成品年夜饭

在餐厅年夜饭“一桌难求”的
同时，电商也纷纷加入年夜饭市
场，推出网上免费预订半成品套餐

等服务。
“以往都是自己动手，从采购食

材到下厨做菜程序繁杂、费时费力
费脑。今年发现从网上也可以买到
半成品年夜饭，操作简单，价格也
不贵，感觉不错。”市民孙女士表
示，她已经在网上选好了一款“家
宴”套餐，价格为598元，准备近
期购买。

在一些网站上简单搜索“年夜
饭”三个字，即出现多家半成品年
夜饭套餐，包装精美还有十分好听
的名字，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
等。随机点开一家价值428元的 17
道菜年夜饭，月销售量就有200多
件。客服表示，按照距离过年的时
间来对比，今年的预订量明显高于
去年。

前几天，90后的小姜买了一款
398元4至6人食用的礼盒，里面有
白灼虾、稻香鸭、鲜鱼滑、海鲜、
木耳、酱萝卜、一锅鲜。“方便实
在，味道也不赖。”小姜试吃后准备
采购几款过年吃。

自己动手更有年味

有人在餐馆里预订年夜饭，有
人在网上购半成品，但也有人认

为，大家一起动手做一桌年夜饭，
才够“年味儿”。

“年夜饭也叫团圆饭，除夕是家
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刻，
为家人做一餐丰盛可口的年夜饭，
是我最快乐、最享受的事。”市民张
女士说，酒店的年夜饭、网上订购
年夜饭，再怎么“私人订制”，再怎
么“大厨出品”，也找不到“妈妈的
味道”、家的味道。

“我最拿手的是卤菜，还有生炒
鸡块也很受欢迎！”每年家里的年夜
饭，市民李女士都是主厨，这一桌
子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就是她一个人
忙活出来的。为了准备今年的年夜
饭，她还特意从网上找来了菜谱，
准备到时候露一手。

准备一顿年夜饭，事无巨细，
得面面俱到，虽忙碌，但心情舒
坦。父母在厨房忙碌着准备盛宴，
儿女们在一旁打打下手，偶尔露上
几手绝活，就是“年”的味道，家
的味道。

年过七旬的市民郑大爷认为，
还是在家吃年夜饭更有感觉。他
说：“前几年，孩子们在饭店订年夜
饭。可是吃了几次，觉得在饭店吃
没有年味，于是今年早早通知孩子
们不要预订了，就在家里吃。”

你家年夜饭在哪吃？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闫秀真 倪立敏）近日，位于清河
县的河北彗兴羊绒有限公司启用了
全自动新型羊绒分梳设备。该设备
由省羊绒产业研究院自主研发，与
传统分梳设备相比，加工同等数量
的 羊 绒 原 料 ， 可 节 省 人 工 成 本
60%，降低能源损耗35%，综合经
济效益提高30%以上。

“将梳绵机改为梳绒机是清河羊
绒分梳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得清
河成为全国最大的羊绒分梳集散
地。全自动新型羊绒分梳设备的启
用使得清河羊绒实现了由量变到质
变，将加快整个羊绒产业升级步

伐。”清河县羊绒制品市场主任孙连
岭说。

不只在分梳环节，去年以来，
拥有“羊绒之都”美誉的清河县创
新不断，将先进科技运用到纺纱、
针织、设计创意、后整理等羊绒产
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链式创新”
掀起羊绒产业二次技术革命。

科技“点石成金”还体现在纺
纱领域。河北迪森纺织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以前使用旧式梳毛机，由于条
干不均匀，纺出的纱线质量不稳定，
且劳动强度大。在河北羊绒产业研究
院的帮助下，企业研发制造出目前行
业上最先进的梳毛机。该设备采用智

能化控制电器，工人只需触屏操作，
机器替代了由挡车工操作的全部工
序。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省了用工
成本，还提升了纱线的质量，纱线
产量提高了30%以上。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
级步伐，清河县政府联合天津工业
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河北科技大
学等高校科研机构，聘请科研人员
116名，组建起河北羊绒产业技术研
究院。研究院内设羊绒分梳技术中
心、纺纱技术中心、针织技术中心
等 7 大中心，用于解决羊绒从分
梳、纺纱到制成品每个阶段的共性
技术问题。去年全年，河北羊绒产

业技术研究院共研发新工艺、新技
术6项，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进行
推广应用5项，开发羊绒新款2000
余款，服务企业180多家，为企业培
养技术人员2000余人次。

如今，“链式创新”已助力清河羊
绒跃上产业高端。红太公司运用新的
分梳技术后，使山羊绒的长度由原来
的38微米增加到45微米，此技术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宇腾羊绒公司推出
的“有机羊绒”，已通过管制联盟全国
集团的认证，该公司成为全球首家

“有机羊绒”加工企业。据统计，通
过科技创新，清河县已有56家羊绒
企业获得出口欧盟资质。

将先进科技运用到羊绒产业的每一生产环节

清河“链式创新”掀起羊绒产业二次技术革命

宁晋县地税局深入开展“入企承
诺、廉洁执法”活动，上门征求意见建
议，强化外部监督，筑牢廉政防火墙。

（孙少坤）
南和县国税局牢固树立依法治税

理念，规范执法，强化制约，日前被命

名为2016年全省法治税务示范窗口。
（聂远飞 薛晶晶）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内丘
县地税局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县域
企业，送法上门、答疑解惑，问企所
需、排忧解难。 （樊严涛）

本报讯（记者高敏 通讯员
翟国瑞）柏乡县农民围绕“家”字
做文章，向房前屋后要效益，利用

“小庭院”发展“大经济”。
天还没亮，西汪镇东施庄村村民

张新树早已在自家鸭棚里喂食添料，
忙活起来。“冬天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现在鸭子行情好，把后院清理出
来养点鸭子，能增加不少收入。”张
新树养了2000多只鸭子，春节鸭子
正好出栏，价格能提高到20元一公
斤。“按每只鸭子7.5公斤计算，怎么
也能卖个二三十万吧。”张新树对鸭
子的销售前景很是乐观。

据统计，柏乡县大部分村民都
利用房前屋后那块地发展起了养殖
业。县有关部门还邀请专家对养殖
户培训。目前，全县养殖户有近

2000家。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农民利用

自己庭院，发展起了手工编织业，在
自家院里做起了小老板。固城店镇固
南村村民冯增乾收拾出一间房屋做厂
房，组织农村妇女利用废弃的玉米皮
加工手工艺品。“冬天在家闲着没
事，到这里干点活，学了编织技术不
说，一天还能挣个百八十块的，比在
家打牌、闲聊天强多了。”一位村民
边忙活着边对记者说。

这些天，王家庄乡赵村村民王贵
喜正忙着销售蘑菇。在他家后院五十
多平方米的蘑菇大棚里，平菇、猴头
菇长势喜人，现在他家每天都能销售
三四十公斤蘑菇。“别小看这几十平
方米的大棚，管理好的话，能卖上一
万多块钱呢。”老王高兴地说。

“小庭院”里的“大经济”

本报记者高敏 通讯员张珠丽

两个直径1米的巨大圆石互相咬
合，低速旋转，微黄的小麦粉簌簌而
下。石磨对于现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是
个稀罕物，而平乡县东闫庄村的武全
保却凭着石磨，转出了好光景。

“石磨在加工过程中低速低温，和
谷物自然摩擦，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谷
物中的营养成分。绿色、营养，有益身
体健康。”武全保话语间满是自豪，一
台磨一次能磨100多斤的麦粒，反复
循环10几次，花费1个小时才能磨成
面粉。

2013年，武全保等 146户村民成
立了宝树利种植专业合作社。“石磨
磨面在城里会很受欢迎。”前来指导
种植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的一句
话，激起了他用石磨磨出纯天然面粉
的决心。

说干就干，武全保先后到山东、河
南等地的石磨面坊考察。“光石磨就有
好多种，经过反复对比，我选择了圆盘

磨，因为它的转速和磨面质量都比较
好。”他说，自己种的小麦自己加工，石
磨面一开张就受到周边村民的欢迎。

2014 年，武全保带着他的石磨
面，满怀信心地参加廊坊举办的农产
品对接会。但因为缺少相关证件，无人
问津。“没有品牌，就没有保障。”回到
家后，武全保就开始着手办理证件。他
注册“宝树利”商标，产品通过国家生
产许可，获得绿色食品A级产品证。接
着，他注册了北京宝树利商贸有限公
司、河北省宝树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现在，武全保的石磨坊能磨小麦、
玉米、高粱、荞麦、绿豆等60多种杂
粮，产品已进入河北、北京、内蒙、天
津、黑龙江等省市多家大型超市，年销
售额达180多万元，带动周边村里20
余人就业。

“现在农科院又给了新品种，正在
试种，这个品种的小麦产面率高、面
白，很适合石磨磨面。”武全保说，我想
带动身边更多的人致富，让更多的人
吃上放心面。

“老石磨”焕发新商机

近日，市计量
测试所工作人员深
入德龙钢铁、旭阳
焦化等供暖热源企
业，对企业在用的
气体报警器进行检
定，确保每一个报
警器都能正常工
作，消除安全隐
患。
（文静 领帅 摄）

日前，光明九
道菇工厂化食用菌
生产基地项目二期
高端菌菇出菇。光
明九道菇食用菌项
目现已带动全县
6000 余农户实现
增收 1.8 亿余元。
其中，增加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业岗位
1000 余个，带动
当地塑料、食品加
工等 10 余个关联
产业发展。

( 文 静 玉 坤
连斌 摄）

本报讯（孙丽翠 路遥）自2015
年7月，内丘县电子商务创业孵化中
心投入运行以来，不断改革创新，
致力探求“电商鱼塘”电商发展新
模式，发挥了电商创业对全县经济
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
该县电商孵化中心先后被评为省级
众创空间、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农
民工返乡创业园。

制定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力
度。2015年初，该县密集出台了鼓
励和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
见、实施细则和电子商务产业园扶

持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县
委、县政府先后安排专项资金1500
万元助力电商发展。县人社部门还通
过邮政储蓄银行，为51家电商办理了
创业担保贷款金额267万元。通过多
种方式与金融系统合作，对42名中
心入驻商户和42名农村淘宝合伙人
办理了1—3万元额度的信用卡。

典型引领，带动众多电商创
业。入驻中心创业的张国印感慨地
说，在这里电商们互相学习，抱团
发展。他的店铺销售量从原来每月
六七十单，增长到现在的三百多

单，生意很是红火。大学生段志敏
通过在淘宝网卖酸枣仁，到后来增
加到蜂蜜、黑枣、山楂、小米等太
行山土特产，现在已经做到淘宝首
页。创业者滑文亨在创办一家“朵
朵美妆”实体店铺后，不久又注册
了“童梦空间”店铺。

立体培训，提供“保姆式”服
务。孵化中心为入驻电商们分期分
批举办了电子商务培训会，并采用

“讲课+同步实际操作”的实训模
式，开展保姆式教学。中心还在每
周二、周四上午，利用多媒体教室

开展微商经验分享、淘宝运营推
广、移动端电商发展等专题提升培
训。“中心不光给我们创造政策环
境，而且让我们免费入驻，水、
电、网络、卡位费还全免，还提供
24小时不间断的网络服务和物流运
输等多项服务。”入驻中心创业的刘
彦明作为第一批电商感触颇多。

截至目前，该县电商中心已入
驻各类电商企业103家，培训电商人
才 800 余人，带动就业 1000 余人，
中心入驻企业累计营业额达3800万
余元。

内丘打造“互联网+”助推电商创业

创业明星经济观察

邢台县会宁镇政府积
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辐
射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
富。百佳农业在镇政府的
帮助下，去年投资100多
万元，建设高标准蔬菜大
棚15个，收益可观。在
百佳农业的示范带动下，
该镇发展无公害大棚蔬菜
的势头强劲。图为该镇领
导在百佳农业示范园了解
大棚蔬菜生长销售情况。

（王洪川 国安 摄）

经济短波

本报讯（孟德松）广宗县地税局
创新载体，加强节前廉政教育，打造
廉政教育新常态。

该局一方面以漫画、廉政小故事
等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建设廉政
文化长廊，每周五下午观看《永远在
路上》《底线》等反腐倡廉纪录片，
增强税务干部廉洁自律自觉性，此

外，邀请县纪委监察部门的同志讲
课，运用反腐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案
例，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构筑思想防
线。另一方面加大节日期间监督检查
力度，对于苗头性问题，组织“一对
一”谈话，同时邀请干部职工家属召
开座谈会，倡议家属做好“廉内
助”，共筑廉政防线。

广宗县地税局

加强节前廉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