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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敏 通讯员
潘志方）今年以来，隆尧县打出系
列组合拳，推动项目建设，整治企
业低效用地，推进企业提档升级，
着力提升“亩均效益”。截至目前，
507 家参评企业共实现税金 4.94 亿
元 ， 亩 均 3.75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6.19%。

日前，隆尧县食品制造、装备
制造、新能源等领域10个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28.69亿元，其中7个
工业项目均符合“234+1.5”标准地
要求。在项目建设上，该县坚持

“大好高优”导向，与福建亲亲北方
食品生产基地、国富集团食品产业
园等130个重点项目对接，强化县级
领导包联，确保项目开工快、建设
快、达效快。截至目前，累计开工
入库亿元以上项目 16 个，总投资

35.67亿元；竣工项目5个，总投资
6.46 亿元；工业投资完成 33.2 亿
元，实现增速35.7%。同时，结合

“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将金融、财
政、税收等差别化优惠政策直达AB
类企业主体，加大B类企业帮扶提
升力度，截至目前，红帽子制盖和
凤韩食品2家企业亩均税收突破20
万元，升级A类企业。

此外，该县精准落实差别化政
策，对37家C类企业，逐一明确服
务团队，帮助企业完成提升；对
275家D类企业，通过帮扶提升和淘
汰退出，完成“脱D”263家，对剩
余 12家 D类企业，加快“标准地”
置换工作，坚决处置清零。该县还
强力推进闲置建设用地整治，关停
取缔注销“僵尸企业”和烂尾项
目，累计完成44家企业900余亩土

地处置；强力推进“五未”土地整
治，累计处置“批而未供”土地
674.03 亩 、“ 供 而 未 用 ” 土 地
150.25 亩，“三未”土地累计处置
248.86亩。

该县深化技改驱动，先后实施
远大阀门铸造技术升级改造等50余
个技改项目，累计完成技改投资16.3
亿元，同比增长7.9%。为企业提供

“妈妈式”服务，最大程度简化办事
流程，提升审批速度。强化外贸服
务，对22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发放
进出口奖补资金60万元，申报广交
会和境外展会参展补贴30余万元。
大力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累
计引进10家企业入驻开展跨境电商
业务。推进青岛前湾保税港区隆尧
功能区建设。1—7月份，该县外贸
出口额完成8323.6万美元。

507家参评企业共实现税金4.94亿元，亩均3.75万元，同比增长26.19%

隆尧：企业提档升级“亩均效益”提升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在第三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

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当前正是秋粮收获的
季节，祖国大地到处是丰收景象。今年丰

收来之不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长江流域严重洪涝灾害、东北地区夏伏
旱、连续台风侵袭给粮食和农业生产带
来挑战。 （下转第二版）

在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
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记者王勇）从市卫健
委获悉，近日我市出台《贯彻健康
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
年和2030年，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分别不低于22%和30%，全市居
民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分别不少
于30%和80%，全市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不低于
50%和60%，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力争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

《实施方案》对贯彻健康中国行
动的总体目标进行了明确，即：到
2022年，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
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产
生活环境初步形成，重点人群健康
状况明显改善。到2030年，全民健
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
式得到普及，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明
显提高，城乡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

素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和慢性
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健
康公平基本实现。

贯彻健康中国行动的主要任务
重点从预防为主、关注重点人群和
推进防治结合三方面，实施十五项
专项行动：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
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健身行
动、控烟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
动、健康环境促进行动、妇幼健康
促进行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职业健康保护行动、老年健康促进
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癌
症防治行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
治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传染病
及地方病防控行动。《实施方案》要
求，通过政府、社会、家庭、个人
的共同努力，努力实现使群众不生
病、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

我市出台方案落实健康中国行动

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日前，威县袁家庄村梨园
内梨农在采摘梨果。

近年来，威县把西沙河流
域沙化土地开发作为扶贫攻坚
的战略性举措，引进龙头企业
40 余家，建成标准化梨园
230多个，发展优质梨树面积
10万亩，帮助1.87万群众实
现稳定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邱洪生 摄）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高质量赶超发展新局面

梨果敲开致富门

本报讯 （记者周林 通讯员
范素素）近日，第二批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名单出炉，宁晋
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榜
上有名，也是我市唯一入围园区。

宁晋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以三大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
以推广新型技术为手段，建设“一个
地标品牌、两个中心、三个基地、四个
园区”。“两个中心”，即：宁晋县银杏
叶、中药材提取中心和宁晋县绿色有
机农产品加工中心，预计年加工银杏
叶和中药材原料40万吨、年加工绿
色有机农产品 1 万吨。“三个基
地”，即：银杏树种植基地、中药材

种植基地和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
地。“四个园区”是指医药保健展销
园、网络电商创业园、产业园区物
流园和科学技术提升园。

去年，该示范园建成了银杏采
叶园示范基地8000亩、中药材初加
工及仓储设施、中药提取物生产线
和代用茶生产线、中药材种植基地
2000亩、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
和加工基地及银杏大道2千米，旅
游度假村已具雏形。预计到2022年
建成融合特色鲜明、产业集聚发展
良好、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实现高新技术
产业融合示范。

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名单公布

宁晋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入围

本报讯（记者郭文静 通讯员
何连斌）“截至8月底，公司轴承产
销量与去年同期持平。这可多亏了
县里打出的稳外贸‘组合拳’。”临
西县河北亿泰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志民连连点赞。

作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轴承产品出口共建基地，临西
县拥有外贸自营轴承出口企业 47
家，产品出口 80 余个国家和地
区。针对疫情期间，轴承外贸企
业面临的履约接单困难、物流运
输受阻等问题，该县着力打好

“优服务、拓渠道、调布局、转市

场”稳外贸“组合拳”，推动轴承
出口逆势上扬。上半年，临西县
轴承企业累计完成出口 1961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2%，10 家轴承企
业出口增幅达到15%以上。

专班助企，包联支持“优服
务”。县领导牵头成立外贸服务专
班，组织发改、工信等部门和 10
个乡镇 （园区） 逐个企业派驻服
务专员，实现全县轴承外贸企业
服务全覆盖，“快捷通道”帮助解
决企业防疫物资、用工、资金等
问题132个。还出台“促进外贸发
展十二条”等政策，落实进出口

奖励资金和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35
万余元，使得企业产能恢复率达
到100%。

线上贸易，云端路径“拓渠
道”。临西县引导轴承外贸企业在阿
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网开展跨
境电商业务，入驻轴承出口企业13
家，实现线上出口贸易额近50万美
元。依托国内最大的轴承产业全链
条智慧服务平台“找轴网”，为外贸
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物流配送、金
融融资等方面开展集约服务。截至
目前，累计帮助轴承企业降低生产
成本近1000万元，新增出口实绩企

业5家，全县累计新增轴承订单600
余万美元。

两腿走路，内外兼顾“转市
场”。通过对接各类工业制造业协
会、争取上级工信部门支持等措
施，临西县帮助轴承企业开拓国内
市场，大幅降低经营风险。

预警指导，有的放矢“调布
局”。该县加大对外贸大户“订单+
清单”预警监测，目前，全县已有
20余家外贸自营出口轴承企业做出
布局拓展调整，构建形成了以中
东、东南亚等地区为主，欧美地区
为辅的战略性出口新格局。

包联支持“优服务”云端路径“拓渠道”内外兼顾“转市场”有的放矢“调布局”

临西：稳外贸“组合拳”助力轴承出口逆势飘红

本报讯 （记者高敏 通讯员
石晓鹏） 近日，在内丘县工业园
区，天象生物药业邢台有限责任公
司兽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
场，吊车、挖掘机频频点头，绑
筋、支模、安钢构装，近百名工人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5月21日进场，目前有10个单

体建筑同时施工，两个多月的时间
土木工程部分已完成过半，生产设
备也已订购，计划下个月安装，年
内实现试生产。”项目负责人高东光
说，他们的项目之所以进展快，和
政府的“妈妈式”服务分不开。

据悉，该项目是保定冀中药

业有限公司投资新建，已被列为
省、市重点项目。主要生产兽用
原料药、药物制剂、中药提取精
制药物等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需
求的优质产品以及自主知识产权
领先优势产品。产品除供应国内
市场外，还将出口欧美澳新等国
外高端市场。

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

目干。“自项目签订了进入园区协
议后，园区就派专人全程代办公司
注册、营业执照、备案等 10 多项手
续。”该县工业园区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乔红亮说，为确保项目如期推
进，他们明确专人每日走访项目进
度，哪里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就冲
到哪里，帮助协调解决，确保项目
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该项目总投资4.08亿元，建成
投产后，年实现销售收入 9.48 亿
元，纳税 4660 万元，提供就业岗
位260个。

内丘天象兽药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年内试生产

●截至目前，累计开
工入库亿元以上项目 16
个，总投资 35.67 亿元;竣
工项目 5 个，总投资 6.46
亿元;工业投资完成 33.2
亿元，实现增速35.7%

●累计处置“批而未
供”土地674.03亩、“供而未
用”土地150.25亩，“三未”
土地累计处置248.86亩

●先后实施 50 余个
技改项目，累计完成技改
投资16.3亿元，同比增长
7.9%

项 目 建 设 一 线 行

为 您 导 读

本报讯（记者谢霄凌） 9月 21
日，巨鹿县举行2020年第三季度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23.4
亿元的10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市
政协主席邱文双，市政协秘书长许
振吉出席仪式。出席仪式的领导和
企业代表共同为项目奠基。

本次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涉
及环保装备、橡塑制品、循环经
济、医护用品、现代农业等诸多行
业。开工项目中有5亿元以上项目1
个，2亿元以上项目5个。其中，工
业项目7个，投资17.45亿元，占全
部投资的74.6%。

邱文双在致辞中说，巨鹿县引
进、投产了一批强县立县的大项目、
好项目，项目建设工作始终走在全市
前列。希望巨鹿县继续保持“保五争
三拼第一”的冲劲闯劲，大干事业、大
抓落实，力争引进投产更多顶天立地
的“大好高优”项目；继续在优化营商

环境上下功夫，为项目提供优质高
效贴心的服务，推动项目早落地、
早投产、早达效。

随后，邱文双先后深入京鼎生
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园、河北万尔福
钢结构制造项目、路博铁路机械设
备制造项目、中钢邢机等地，了解
项目建设情况，并对路博铁路大力
引进高端人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有利时
机，加快工作进度，为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
撑。要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和科研团
队，以一流的创新平台、完备的扶
持机制集聚高端人才，为巨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要加大督导力度，坚持精准施策，
密切协同作战，积极构建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机制，力促企业加快升级
改造，加大环保治理力度，推动企
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巨鹿县1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邱文双出席开工仪式并督导经济运行情况

国办印发《意见》，到2025年

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
4版

市城管局

10项举措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2版

8月“最美”“最差”小区和街道评出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