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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路遥

7月21日上午，在隆尧县莲子镇
镇西范村，博志热能设备有限公司的
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组装壁挂炉产
品。销售经理范森，一边在车间内查看
生产进度，一边核对即将交付的订单。

范森是西范村本地人，大学毕业
后回乡创业，参与创办了博志热能设
备有限公司，瞄准热能设备市场，生产
燃气壁挂炉。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公
司年生产燃气壁挂炉达到10万台以
上，2018年纳税300多万元，带动了不
少村民就业。

在西范村，像范森一样回村发展
的不在少数。村党支部书记范庆文说，
该村已有25名大学生回村自主创业，
90名大学生回村就业。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支撑。范庆
文说，西范村实施了“人才兴村”战略，
吸引本地人才回流，发挥人才作用推

动村子发展。西范成立了人才奖励基
金会，从2018年开始，对高考成绩超
一本录取分数线的本村学子，每人一
次性发放1500元奖励基金。今年的捐
款总数已达11.24万元。着眼提升乡村
教育质量，对西范村小学的优秀学生
和优秀教师公开进行奖励。村里还建
立了自己的人才智库，把近年来大专
及以上学历回村创业的、在外工作的
210名优秀人才纳入其中，每年农历正
月初六组织西范村人才智库座谈研讨
会，让他们为西范村建设建言献策。村
里还成立回村创业指导委员会，和今
麦郎、新得力、龙大等知名企业合作，
为毕业大学生回村提供就业岗位和创
业平台。

莲子镇镇党委书记王振峰表示，
西范村“人才兴村”战略走出了一条适
合自身的发展新路径，要在全镇推广
西范村经验，吸引更人才扎根农村、建
设家乡。

西范村的人才经

产业名片

特 色 产 业 巡 礼

平乡县自行车、童车产业，经过
近40年的发展，实现了“产品零到
整、质量由低到高、品牌从无到有、
规模从小到大、市场由内到外、产业
由散到聚”的重大转变。目前，年产
自行车2500万辆，脚蹬、曲柄、鞍
座等自行车主配件3000万套，分
占国内市场的 72%、国际市场的
30%。年产打气筒5000万支，全国
产量第一。拥有“婴童用品世界第
一”的好孩子北方工业基地等一批
重点企业，年产童车6000万辆，电
动智能玩具6000万辆，分占国内
市场的70%，国际市场的50%；自
行车、童车、智能玩具年销售收入超
过 300亿元，先后被命名为“中国
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百强”“世界童
车之都”。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天大车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
忙景象，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着造
型、焊接、喷漆组装。“上个月，我们刚
刚获得了新车型的相关专利。这几天
正忙着将新车型投产。”天大车业的负
责人李鑫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天大成立于2007年。起初，他们
走的是仿制路线，市场竞争力低。近
几年，企业不断推动转型升级，把发
展重点放在了产品研发上。目前，企
业仅研发人员就有10余人，每年他
们会固定拿出不少于500万元用于
研发。曾经一个小小的车轮组件专
利，就能让每台童车成本降低5元
钱，利润提升了4%。

“我们的鞍座产品已出口到了自
行车强国意大利。”平乡县河北信达车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建栋自豪地
说，他们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减震缓压
胶体与内部填充材料贴合一体化、鞍
座底座硬度提升和鞍座整体轻量化
处理等生产工艺，使鞍座更耐用、更
轻便。

上世纪80年代初，平乡县自行
车产业开始兴起，但企业规模较小，
多为家庭式作坊，主要从事零部件的
加工组装，根本没有自主研发的意
识，更没有研发能力。市场越来越窄，
产业发展一度陷入低迷。

痛则思变，2013 年底，平乡县
委、县政府大力支持自行车童车产业
走创新发展之路，并专门成立了全省
唯一的自行车研究院，与上海同济大
学、天津自行车研究院等6家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推动自行车产业实现产、学、研融
合发展。2018年，平乡县共投入科技
扶持资金623万元。

目前，平乡县拥有各类自行车、
童车企业 4800 多家，成规模企业
700多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214
家。恒驰、强久、协美、欧耐等15家企
业还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研发中心，
其中有5个是省级研发机构。截至
2018年底，全县年专利授权量达到
692件。

延伸产业链推动集群发展

“以前我们只生产自行车，一些
上下游的产品都是外购的。为提升价
值链，我们加快推动自行车产业向上
游的产品研发、员工培训、原材料供

应、零配件配套和下游的包装、物流
运输、网络营销等方向发展，延伸产
业链条。”平乡自行车行业协会会长
柴存亮介绍。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产值完成28.7亿元，同比增长16.9%

平乡自行车产业提速升级迈向高端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张珠丽 图/文

上个月，每年拿出500万元用
于产品研发的平乡天大车业，又获
得了新车型的相关专利。

平乡县河北信达车业有限公
司，将鞍座产品出口到自行车强国
意大利。

第十一届中国·北方（平乡）国
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累计参
展人数达160万人次，总交易额达

350亿元。
全县有淘宝、天猫、京东各类电商

网店万余家，年交易额达到60亿元。
多年来，平乡县自行车产业不

断提档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
业链条，促进产业集聚。上半年，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
产 值 完 成 28.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9%。

通过向上游、下游拓展、延伸，
一个覆盖多个领域的产业链逐步形
成。河北欧耐机械模具有限公司按
需生产，根据客户要求，生产特定的
长支尺寸与提供短支锯切加工，有
效降低了平乡自行车、童车企业的
成本。惠恩纳电镀公司，拥有国内领
先的全自动生产线，通过方圆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平乡及周边县市的
企业都到这里做金属表面处理。

“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平乡
自行车的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柴存亮说，产业链配套能力提升、产

业集群优势不断扩大，提升了对龙
头企业的吸引能力。近年来，平乡先
后引进了世界童车龙头企业——江
苏好孩子集团和自行车、电动车龙
头企业——天津富士达等一批项
目。这些龙头企业，也拉动了与其配
套的数十家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
水平大幅提升，引领更多本土企业
练内功、强管理，竞相创新求变，涌
现出强久、恒驰等一批荣膺国家、省
级驰名商标的本地自创品牌，带动
了全县230多家配套企业实现提档
升级，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

“会展+网络”拓宽销售渠道

研发提供了发展的主动力，而
销售是最终实现经济价值的关键。
平乡县“会展+网络”拓宽销售渠道。

“仅 3 天时间，我们就拿到了
600多万元的订单。”总经理王立峰
说，在第十一届中国·北方(平乡)国
际自行车、童车玩具博览会上，天富
车业的童车以其优美的造型优良的
品质，吸引了众多客商的目光。

自2014年创展以来，平乡县每
年举办两届博览会，历经6年11届
发展，参展企业从300家增加到900
多家，累计参展人数达160万人次，
总交易额达350亿元，成为全国童
车、玩具市场价格“风向标”，成为中
国婴童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
会，世界上最具规模最具专业化的
童车、婴童用品展览会之一。

会展形成了人流、物流、信息
流、资金流、电商流，成为产业助推
器。近年来，全县自行车、童车销售

收入不断攀升，销售收入达300亿元。
此外，平乡县还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利用阿里巴巴、中国童车城等
线上平台，助推自行车产业发展。

“早期的营销方式就是父辈们
骑着自行车带着配件在全国各地去
跑，逐渐形成了在某一个市场建立
自己的一个门市门店。这样做下来
这个产品的影响力就很窄。”河北强
久集团陈少雄表示，现在他们主要
通过网销。

“我从事电商7年，销售额逐年
攀升。”“90后”王亚琳说，如今他的
销售网遍及全国，年销售额突破
500万元。

据统计，目前，平乡县有淘宝、
天猫、京东各类电商网店万余家，直
接电商创业人员2万多名，带动网
销供货、快递收发、设计培训等相关
从业人员9万多人，年交易额达到
60亿元。

转型升级看产业系列报道⑧

本报讯(赵志伟）市开发区税务
局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三项制度
落实等事项，实行模板化管理，梳理
37个入户执法事项，对照5类181种
执法文书填写模板，规范执法，力促
纳税人严格守法、税务人规范执法。

该局还把学宪法放在首位，制定
学法方案和计划，以“税收法治讲

堂”为载体，进行以案说法、以案释
法，采取集中学和个人学相结合，通
过领导领学、日常学、举办讲座专题
等形式学习交流，定期查看学习记
录、心得体会和笔记，并组织测试，
根据测试成绩和执法督察和抽查结果
进行考核，并纳入绩效管理，促进执
法水平提升。

市开发区税务局规范税务执法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吴玉丛）今年上半年，邢台海关共
检验检疫进境羊皮126批，货值476.1
万美元，进口国家主要有新西兰、澳
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

由于进境羊皮的检疫风险较高，
邢台海关对进境羊皮进行批批抽检，
在22批进境羊皮中检出杂草种子，

其中5批经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鉴定
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硬雀麦。该关
对5批货物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
书》，要求企业对检疫性有害生物进
行彻底剔除、收集并监督其销毁。

今后，该关将加强对进境皮张的现
场检验检疫和监管工作，严把国门关，
防止境外有害生物随货物传播入境。

上半年

邢台海关检验检疫进境羊皮126批

本报讯（刘向 李成科）近日，
沙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农村食品生
产小作坊办证纳入监管，消除食品安
全隐患，保障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该局对豆制品、面制品、油制品
等重点食品生产小作坊开展拉网式排
查，摸清底数，有的放矢。组织召开
食品生产小作坊警示培训会，并与食
品生产小作坊经营者签订《小作坊食
品安全承诺书》，组织小作坊经营者
观摩学习优秀的食品生产企业和通过

验收的食品生产小作坊。对于未整改
或整改不符合规定的，按照以案促改
的工作思路进行立案查办。对于能够
通过指导可以提升经营水平的小作坊
经营者，积极给予技术指导，全方位
整改生产加工场所，提升经营者食品
安全意识，在经营者整改完成后为其
办理发放小作坊登记证。截至目前，
沙河市食品生产小作坊整改提升行动
中办理发放小作坊登记证25个，立
案21起，罚没17万余元。

沙河市市场监管局

强化农村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管

国家税务总局平乡县税务局领导结合主题教育，入企

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讲，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孔祥奎 禄长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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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 尚栋臣）

新 河 县 贝 特 瑞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5300799823929），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14日，经股东决定向工商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前来协商办理。如本公司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
施。地址:新河县和谐路东延北侧、环
城水系东侧。

电话：0319—4899444
特此公告

新河县贝特瑞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0日

注销 公 告

为提高人民群众消化道癌
诊疗水平，进一步提升内镜、病
理、肿瘤等相关专业技术能力和
扩大学科影响力，任县医院积极
开展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
的申报工作。

任县医院高度重视该项工
作，成立专项领导小组保障资源
配备，推动项目开展实施。项目
实施科室带领科室人员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种种困

难，认真梳理内镜和病理数
据，分析科室优势和结构，做
好项目落实规划。通过评审
专家审核，经过层层筛选，顺
利通过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的评审。

近日，河北省上消化道癌
机会性筛查启动及培训会在
石家庄召开。任县医院获得全
省 35 家二级以上（三级）医院
机会性筛查项目承担资格。

（任医宣）

任县医院获得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筛查项目承担资格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中
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
授予2019年第一批卒中防治中
心单位及建设单位的通知》中，
任县医院获评河北省第一批卒
中防治中心单位。

自今年 2 月份起，任县医
院积极推进卒中中心的创建工
作，召开全院动员会、推进会，
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力度开
展脑卒中防治工作。院班子高
度重视，统筹安排，职能科室和
责任科室积极配合，以团队精

神为动力，以多学科协作为平
台，构建组织体系，优化救治流
程，规范诊疗行为，打通绿色通
道，并在6月14日迎接了省专家
组的现场评估验收。

任县医院将以获评省第一
批卒中防治中心单位为契机，
加强多学科协作、医联体建设、
患者随访与宣教等方式，全方
位推动脑卒中患者的救治，让
任县的老百姓得到快速、便捷、
高效的医疗服务。 （任医宣）

任县医院获评省第一批卒中防治中心单位

本报记者 郭文静
通 讯 员 倪丽敏

“您的快递已到达，请及时领取！”
近日，家住清河县观湖国际小区的孙
金兰收到一条微信提示。

她下班回家后，径直走向小区楼
下一排智能快递柜前。孙金兰打开智
惠清河公众号，按“快递到达通知——
到达快递——一键取件”的顺序点击
操作，存有自己快递包裹的柜门自动
打开，取件前后不到10秒钟。

“以前，如果家里没人，快递只能
放到物业或者进行二次派送，因送件
时效差等问题，取件存在诸多不便。”
孙金兰说，有了智能快递柜，打通了配
送的“最后一公里”，她可以自主掌握
时间去取件，方便得很。

智能快递柜是一个借助先进的物
流自动化技术服务于快递、个人、电
商、物业的平台，不仅可为快递企业提
供代收代发服务，同时还能满足老百
姓临时寄存、柜体自主寄件、邻里沟通

互助等需要。智能快递柜入驻小区后，
通过与智慧小区、智能服务结合，将大
数据分析的概念实现真正落地应用，
有助于推进县城智慧小区的建设发展。

“有了智能快递柜，我在派件时，
登录系统后只需扫描快递单条形码、
输入收件人手机号、选择大小合适的
箱体并放入包裹，系统便会自动通知
收件人取件。”中通快递小哥王磊表
示，如今，派件比以前省心多了。

快件取走后，快递公司也会同步
得到确认消息。智能快递柜全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还配备高清摄像头，
包裹被盗或者损坏都会有记录作为
相关证据。

今年以来，当地邮政管理部门积
极沟通协调将智能快递柜纳入公共服
务设施相关规划和民生工程项目，推
进智能快递柜进小区、进机关。截至目
前，该县已在45个居民小区、机关单
位安装投用智能快递柜300余组，格
口数达8500个，普及规模在邢台市乃
至河北省县级城市中均为最大。

清河有了智能快递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