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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书军）记者从2月

9日召开的辛集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

上获悉，该市2018年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

实苦干，谱写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繁荣

美丽幸福辛集的新篇章。

辛集市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左右；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5%左

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

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

减排达到省控指标。

围绕今年的目标任务，该市将重

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坚决打好项目建设攻坚战，着力

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集

中力量上大项目。强力推进昊天科

技特种油、申科电子产业园等总投资

440 亿元的 97 个市级以上重点项

目。整合资源抓大招商。牢牢抓住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冬

奥会筹办、石济客专开通机遇，深入

开展以企招商、以商招商和产业链招

商。提高站位建大园区。力争经济

开发区整体实力进入全省十强。

坚决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着力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皮革业，加速推动制革企

业整合重组；钢铁业，谋划建设总投

资1.5亿元、占地200亩，集工业生产

与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环厂水系项

目。加快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以大

数据与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为主

攻方向，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优势

产业规模化。加快推进质量强市建

设。加快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围绕数

字经济、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领

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坚决打好科技创新攻坚战，着力

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加强创新平

台建设。重点抓好国家级空气轴承

军民融合创新中心，省级生态皮革、

节水农业、谷物食品、废弃油再利用

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年内新

增院士工作站5家以上、科技创新

平台10个以上。培育壮大创新主

体。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

比重达到2.1%以上。年内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2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

业100家以上。促进工业设计和智

能制造。培育智能制造示范企业5

家以上。

坚决打好扩容提质攻坚战，着力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强化规划引领。

完善88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推进“五级两规

一导则”体系建设，加快实施主城区

“东扩、西延、南提、北进”。提升管理

水平。深入开展“多城同创”，强化后

创城时代城市管理。

坚决打好乡村振兴攻坚战，着力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大力发展质量农业，建立农业

生产信用体系，实施智慧农业、智慧

农机、智慧林业、智慧水利工程，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推动农村

全面进步。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三年行动，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农民全

面发展。实施强村富民行动，支持

农民创业就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

收。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

坚决打好生态治理攻坚战，着力

提升环境质量水平。大力实施“蓝天

行动”。编制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作

战计划和冬季取暖三年规划。大力

实施“碧水行动”。强化水污染集中

治理攻坚，全面落实“河长制”。

坚决打好改革开放攻坚战，着力

形成引领跨越赶超的新优势。围绕

创优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放管服”改革、科技体制改

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聚焦在实

体经济上，促进资金、土地、技术、人

才等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围绕强

化要素保障，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

改革、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围绕提

升辐射能力，深入推进教育文化体育

体制改革、“三医联动”改革。围绕拓

展市场空间，深入推进开发开放步

伐。加快推进辛集海关、保税物流中

心（B型）、通用机场和航空产业园等

项目建设，形成“内有海关、外有商

会，上有飞机、下有高铁”的全方位开

放格局。

坚决打好民生改善攻坚战，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建设12项

民心工程。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

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本报讯（记者张秀娟）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2017年，

我省环首都14个县（市、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72.9亿

元，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11.9亿元，增

长1.5%；第二产业增加值1055.4亿元，增长4.0%；第三产业

增加值1405.6亿元，增长9.1%。

产业结构更趋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环首都14县

（市、区）GDP比重分别为11.2%、38.1%和50.7%，第三产业

比重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第一、二产业比重分别下降1.4

和0.8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贡献最大。从产业贡献率看，三次产业对环

首都14县（市、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9%、25.7%和

71.4%，第三产业贡献率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

环首都14县（市、区）包括：涿州市、涞水县、涿鹿县、怀

来县、赤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兴隆县、三河市、大

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固安县、广阳区、安次区。

去年我省环首都14县
GDP增长6.2%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72.9亿元

本报讯（记者烟成群 通讯员和建英）近日从省国税局

获悉，去年全省国税税收收入完成2801.5亿元，办理各种减

免税406.3亿元。新办税务登记纳税人51.7万户，比上年增

长24.1%。

去年，省国税局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使改革红利充

分释放。在去年办理的406.3亿元减免税额中，改善民生

21.1亿元，支持资本市场105.7亿元，支持各项公共事业

103.0亿元，鼓励高新技术47.0亿元，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51.1亿元，支持“三农”37.8亿元，支持节能环保34.1亿元，

支持文教体育事业4.8亿元。

去年全省国税税收收入
完成2801.5亿元
纳税人新增51.7万户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上周（1 月 29 日 至 2 月 4

日），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

运行平稳。省商务厅重点监测的170种商品中，128种商品

价格上涨，占75.29%；34种商品价格下跌，占20.0%；8种商

品价格持平，占4.71%。其中，涨幅在20%-30%之间的有2

种，占1.18%；涨幅在10%-20%之间的有22种，占12.94%；

涨幅低于10%的有104种，占61.18%。

粮食类平均批发价格为4.53元/公斤，环比前一周（下

同）上涨0.44%；平均零售价格为5.12元/公斤，环比持平。

食用油类平均批发价格为14.01元/公斤，环比持平；平均零

售价格为15.49元/升，上涨0.19%。

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为40.08元/公斤，上涨0.28%。其

中，鲜猪肉平均批发价格为22.81元/公斤，环比持平；平均

零售价格为29.77元/公斤，下跌0.67%。鲜牛肉平均批发

价格为52.73元/公斤，上涨0.3%。鲜羊肉平均批发价格为

53.35元/公斤，上涨0.4%。

受节日因素影响，蔬果类商品价格上涨。蔬菜类平均

批发价格为4.31元/公斤，上涨9.11%；平均零售价格为5.89

元/公斤，上涨5.75%。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为5.17元/公

斤，上涨 9.07%；平均零售价格为 7.73 元/公斤，上涨

4.46%。鸡蛋平均批发价格为9.04元/公斤，下跌0.77%；平

均零售价格为9.25元/公斤，上涨0.87%。水产品类平均批

发价格为 26.93 元/公斤，上涨 0.15%；平均零售价格为

39.16公斤，上涨7.52%。奶制品中牛奶平均零售价格为

12.37元/升，下跌0.24%。

上周我省蔬果价格稳中有升

（上接第一版）河钢以行践诺，树立了

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打造出中国的

一张“金色名片”。

从“将企业经济行为与国家发展

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到“创新提出

‘三个本地化’原则”培育自身成长

性，再到“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最

有力的支持者”，河钢在国际化进程

中逐渐打造出了具有河钢特色的国

际化发展“样本”，坚定了海外发展的

路径自信。

搭建国际化人才平台

2017年 4月 11日，第十一届模

拟炼钢挑战赛世界总决赛在北京

举行。

这是一场世界钢铁人的顶级赛

事。从选拔赛到总决赛，在37个国家

1479名选手的激烈角逐中，河钢选手

周文涛以绝对优势脱颖而出，摘下职

业组桂冠。

“是集团的国际化发展给了我成

长的平台，让我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

台上，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抱负。”当世

界将目光投向这个30岁的小伙子，并

惊叹于他的高超技艺时，周文涛则将

自身的成长归功于河钢搭建的成长

平台。

建设“世界河钢”，迫切需要一支

熟悉国外企业运营方式、能够满足企

业国际化过程中各种需要的高端人

才队伍。

“未来进入河钢中高层的管理团

队，必须具备在销售岗位和海外公司

工作过两个硬性条件。一个不了解

市场外部需求的人，很难决定企业往

哪个方向走；而海外工作经历，更有

利于达到国际化视野的高度。”于勇

向记者介绍。

河钢德高位于瑞士卢加诺的总

部，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

多名员工，国际化氛围浓厚。河钢每

年选派十余名具备良好基础、有培养

前途的业务骨干到这里深入学习国

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业务知识。不

只是河钢德高，河钢南非PMC公司、

河钢香港公司等众多行业前沿的公

司，都成为河钢培养国际化优秀人才

的“训练营”。

利用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和高

等学府合作优势，打造国际化人才培

养基地。2017年3月17日，河钢国

际 化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再 添“ 新 成

员”——河钢与世界排名前50位的名

校和顶尖高等科研学府之一的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昆

士兰大学建立河钢国际化人才培养

基地。首批选派的22名优秀骨干已

经赴基地进行学习。该项目也成功

入选了河北省人才兴冀2017年重点

人才项目。

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2017年以来，河钢先后引进了多名高

层次技术人才，其中，签约引进的加

拿大博士郑文耀，成为河钢引入国家

“千人计划”第一人。2017年，意大利

自动化专家马西姆来到河钢唐钢，成

为继劳瑞斯、弗朗西斯科之后第三位

主动加入的外籍专家。“我将把达涅

利公司先进的控制理念和高端的技

术引进来，加大产线装备基础自动化

的技术改造升级。”马西姆表示。

做大全球化“朋友圈”

2017年 8月 29日，河钢与韩国

浦项钢铁签署全面合作谅解备忘录，

双方着眼于未来钢铁工业可持续发

展，在战略企划、原料资源、钢铁技

术、能源环境四个方面建立常态化的

交流与合作机制。同一天，河钢与

韩国长锦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双

方将充分发挥河钢较高筹融资能力

和长锦集团海运能力，通过产业链

条的合作，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

同应对未来更大挑战。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

中，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一个企业单

独面对市场的竞争，而是一个产业链

条的竞争，需要企业和企业之间形成

产业链条，共同面对新的竞争环境。”

于勇说。

目前，河钢在111个国家和地区

从事商业活动，与全球331个钢厂建

立了业务往来，产品销往4.4万家客

户，奔驰、宝马、卡特彼勒、西门子等

越来越多的世界级巨头与河钢形成

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河钢还不断加快自身发展模式

和发展战略调整，深化国际技术交

流，与全球著名科研机构、企业和行

业组织深度合作，河钢东大产业技

术研究院、河钢－昆士兰大学可持

续钢铁创新中心、河钢－海尔家电

用钢创新研发中心等，依托这些平

台引领钢铁前沿技术；在加入世界

钢协基础上，积极发挥世界钢协技

术委员会主席和执委会成员作用，

为推动世界钢铁行业发展贡献河钢

力量……

随着国际化“朋友圈”的不断扩

大，河钢更加自信地走出国门，以“全

球全产业链布局”加速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打造中国制造业走向

全球的响亮品牌。

在高质量发展中加快建设新时代经济强市美丽邢台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邢台市桥东区国税局联合

市书协开展迎新春书画联谊活动，现场9名书法家与

该局书法爱好者书写出500余副春联和福字，赠送给

纳税人和干部职工，营造了浓浓的年味、文化味，增进

了税企情。 赵丽萍 摄
制图制图：：夜佳夜佳 张玉灿张玉灿

2月8日从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上获悉，2018年，该市将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贯彻落实省委九届六次全会和省“两

会”精神，按照市委九届三次全会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竞

进、协同融合、改革开放、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改善民生、优化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加

快建设新时代经济强市、美丽邢台。

（记者李子超 齐彦红）

谱写新时代全面建设繁荣美丽幸福辛集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