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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英军）近

日，张北县2019年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在庙滩工业园区举行。

9个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总投资

379.9亿元，涵盖云计算、新能源、

旅游产业等多个领域，科技含量

高，带动作用强，无论是单体规

模，还是结构功能，都体现了“高

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是实现该县

2019 年投资和项目建设“开门

红”的有力抓手，必将为其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据悉，此次开工项目分别是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综合能源应

用示范项目、“互联网+智慧能源”

示范项目、北京鉴衡平价上网风

电检测认证基地、通产伟博教育

大数据项目、华源兴盛茂三号风

电场、中赫、张北生态扶贫产业

园、奥伦达部落·五色天路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华大天路田园小镇

和西水玫瑰小镇。其中，投资

72.6亿元的基于压缩空气储能系

统的综合能源应用示范项目，可

实现再生能源发电的大规模接

入、电力系统削峰填谷，可实现智

能电网、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支撑

技术，促进智能微电网系统的推

广和能源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互

联网+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将会从

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产业布局

和能源生产消费模式，推动我国

能源行业体制的变革，提高我国

能源行业的整体开放程度。投资

26亿元的奥伦达部落·五色天路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以“健康产

业+奥伦达部落+X”的模式进行

多元化特色产业运营，以“奥伦达

特色小镇”为主要板块，配以“资

本同创、运营同创、文化同创”的

客户与企业间的三同创模式，形

成奥伦达特有的小镇模式，在全

国、全球复制，为会员打造全球化

的梦想基地。这些项目的建设，

将为该县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

展，决战决胜脱贫摘帽、实现整县

脱贫出列提供坚强保障。

近年来，该县紧密围绕建设

“五个张北”发展目标，坚持把项

目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

手和跨越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开

放的政策环境、诚信的人文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喜迎四海宾朋，

广纳八方客商，一批重大项目相

继落户。2019年，该县计划实施

投资1000万元以上项目60个，

总投资981.2亿元，当年计划投资

60.4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23

个，计划新开工项目19个，前期

项目18个。目前该县列入省、市

重点项目的数量达到12个，位列

张家口市前茅。

近日，张北县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379.9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云计算、新能源、旅游产
业等领域，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体现了高质量
发展新要求，将为其脱贫摘帽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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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刘一帆 陈

伟）今 年 以 来 ，桥 西 区 围 绕

“41211”发展格局，以“生态”和

“绿色”为主旋律，在加快转型发展

的同时，实现城市面貌大改观。

该区以提高全区生态承载力

为重点，组织实施了赐儿山、西太

平山绿化、通道绿化等工程，在城

区打造绿色走廊；实施了生态产

业富民工程，开展森林城市、森林

城镇、森林村庄创建活动，截至目

前，已完成造林4150亩，森林覆

盖率达到52.8%；实施“窗口”绿

化，对八角台、小白山、西泽园生

态游园项目进行了改造升级，打

造了苏家桥至西太平山万亩森林

公园项目，实现提升从景观旅游

休闲区到城市生态绿核的华丽转

身；围绕“城市双修”，实施了“六

街五路”修建改造工程，完成道路

雨污分流改造1500米；实施了赐

儿山互通绿化升级等4项绿化美

化工程，种植各类苗木2.97万株

（丛），新增绿地面积2.8万平方

米；改造升级解放桥周边整体环

境，城市整体功能明显增强；实施

老旧小区“微改造”工程，精准建

设9大改造项目、60个设计要素，

将惠及207个老旧小区。

该区实施了棚户区改造工

程，堡子里老旧院落腾退项目已

深入推进，南瓦盆窑二期征收项

目和草场巷、堡子里危房回收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集中开展整治

“一区四边”专项行动，全区旧有

违法建筑已全部“清零”，摸排出

新增违法建筑已全部“清零”；建

设“畅通之城”，统筹优化路网结

构、设施结构、出行结构；围绕产

城融合，实施绿色PPP模式和政

策创新，实施大境门项目、檀邑溪

谷文化园项目等工程项目，打造

张库大道旅游风景带。

该区围绕建设“智慧之城”，

将城市管理空间进一步细分为

“管理单元”和“管理网络”，按照

“微机制”“微组织”“微平台”，在

城市维护与管理过程中做到作

业、控制、核算等全流程的精细

化、信息化、精良化操作。

本报讯（记者苏晓瑞 通讯

员朱炅 郑恒利）近日，怀来县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怀来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举行。软

通控股研发楼、官厅水库国家

湿地公园景观提升、竞业达怀

来科技园、红象云腾卫星大数据

与基础软件研发中心等7个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30.9亿元。

该县今年共谋划实施县级

重点攻坚项目 92个，总投资

2705.21 亿元。其中，列入省

级重点项目5个、市级重点项

目14个。作为张家口对接北

京的“桥头堡”，该县全力打造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和以葡萄温

泉为核心的文旅康养产业集

群。该县以软件和大数据为主

攻方向，与软通动力、腾讯等行

业领军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引

进建设了上谷科学城、腾讯华

北信息技术产业基地、秦淮新

媒体产业基地等一批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项目，使新兴产业

发展跨入全省前列。

本报讯（通讯员尹辉 王

楠）近日，下花园区15个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238.2

亿元，涵盖商贸物流、高端制

造、双创平台、旅游休闲、基础

设施等领域，包括河北大宗商

品要素交易电商科技服务平台

建设、中国张家口创新创业港

等项目。

今年，该区共谋划实施重

点项目66个，总投资2116亿

元。其中，百亿元以上项目8

个，10亿元以上项目17个，亿

元以上项目28个。兴科新材

料产业园、张家口创新创业港、

段家堡农业公园等15个项目

为市重点项目。石墨烯高性能

锂电池生产、河北大宗商品要

素交易电商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2个项目为省重点项目。项目

总体数量和科技含量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其中，河北大宗商

品要素交易电商科技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以大宗商品和特

色产品交易平台建设为抓手，

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多要素现货电子

交易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温婧）近日，涿鹿县举行2019年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17.7亿元的9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此次集中开工的9个重点项目，亿元以上项目6

个，涵盖工业制造、生物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投资

5.4亿元的河北扑卡龙智能立体停车设备研发及投资

5亿元的河北卓诚云环保彩色印刷等一批高投资、高

收益、高质量项目落地开工。

今年，该县立足“两区”定位，紧盯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共谋划县重点项目101项，总投资878.3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60.2亿元。此次集中开工的扑卡

龙、科安环保、恒盛商业中心、卓诚恒信、奥博星、昭贵

科技、宏蒲伟业等9个项目，可增加就业岗位上千个，

投产后年税收达2900万元，年产值达6.7亿元，集中

体现了该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成果。基建项目

产三北路和经二路，全长2.3公里，这两个配套项目的

建设，将更好满足企业投产需求，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涿鹿
一批高质量项目落地

日前日前，，赤城县开展赤城县开展““扫黑恶治双违打造平安扫黑恶治双违打造平安

绿色赤城绿色赤城””集中宣传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扫黑除恶专集中展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和项斗争和““双违双违””治理战果治理战果，，开启新一年扫黑除恶开启新一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和专项斗争和““双违双违””治理工作治理工作。。 张慧颖张慧颖 王伟王伟 摄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楠）近日，张家口市2019年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桥东区举行。该区今年共安

排实施重点项目73项，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文体旅游、标准化学校建

设、民生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七个方面，总投资799亿

元，计划当年完成投资60亿元。其中，列入省重点项

目1项，市重点项目8项。

此次集中开工主会场设在该区亿华通氢燃料电

池发动机二期生产基地项目工地。该基地是专业从

事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及产业化推广为主的高科

技企业，在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

集成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二期项目总投资3亿

元，占地48.91亩，计划在今年12月建成投产。

怀来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下花园区项目建设有质有量

本报讯（通讯员张凤天 刘

彬彬）尚义县精心谋划，积极运

作，近日集中开工河北芳草地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肉鸡深加

工、龙源陈所梁风电、北京国能

天朗尚义县光伏基地100兆瓦

示范等7个项目。

该县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以优良的环境促成一批重大项

目相继落户。今年尚义县共谋

划实施重点项目57项，总投资

471.62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

资34.25亿元。这些项目涵盖

新型能源、现代农业、生态旅

游、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现代服

务业、生物制药、装备制造和电

子信息等七大产业，产业关联

度强，带动能力明显。

尚义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本报讯（通讯员姜雪娟 张慧颖）近日，赤城县总

投资约10.4亿元的样田乡九龙湾田园综合体、童话小

镇、国奥乡村文旅、绿滟综合体等4个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拉开了该县今年项目建设的帷幕。

据悉，样田九龙湾田园综合体项目总投资4.3亿

元，是集种植、养殖、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普体验为

一体的生态观光示范性园区。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实

现销售收入8995万元。童话小镇项目总投资4亿元，

在大海陀区域重点建设农业体验观光园区、精品民宿

酒店、儿童宠萌牧场等工程，打造一流的农村脱贫示

范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为区域内

1000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提供长期产业支持。

桥西区推进旧城改造建设宜居新城

本报讯（通讯员祝天胜）近

日，沽源县2019年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在银骏集团“蝶变·沽源”

国际休闲度假中心项目所在地举

行。集中开工的5个项目总投资

达到57.2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沽源草原天

路项目起点位于沽源县双脑包村，

与省道S301相交处，终点位于沽

源张北界，线路全长约 115.5 公

里，建设标准为双向二车道四级公

路，今年12月竣工。项目建成后

将把丰宁、沽源、张北的旅游景点

连接起来，形成一条便捷的旅游通

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蝶

变·沽源”国际休闲度假中心项目

依托沽源县草原湖环境、资源、文

化优势，新建滑雪热力场、户外运

动服务村落、智慧农业、山水民宿

村落、室内水世界、草原星空营地、

康养社区、星际度假酒店和源宿新

村等，2022年12月建成运行。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实现营业收入

3.7亿元，可解决就业岗位300个，

同时带动周边贫困乡村发展农家

旅游。中欧文化旅游度假港湾项

目地点位于黑山嘴村、石头坑村区

域内，将新建占地1000亩的中欧

文化旅游小镇，4000亩的草原文

化旅游景区、原址特色民宿改建，

6000亩的康养农耕文化教育产业

园和2000亩的土井子村红色影视

基地，内容涵盖中捷友好文化产

业、特色商业、中医药养生、农牧文

化、文创产业、特色民宿等，2024

年12月竣工。项目全部建成后，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36.9亿元，可

解决就业岗位 500 人。焰中

200MW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地点位于小河子乡韩家营村境内，

规划装机规模为 200MW，新建

220KVA升压站一座，配套建设

附属电力工程，2020年 12月建

成。项目建成后，年均可为电网提

供清洁电能29400.5万KWh，年

可节约标煤91729.56吨。中船海

装高山堡乡风电场项目总装机容

量50MW，配套建设升压站、电网

接入系统，2020年12月竣工。项

目建成后，年可实现上网电量1.3

亿度，年可节约标煤22933吨。

沽源围绕产业升级建设重点项目

张北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闫凯 王海

良 王晓燕）近日，万全区2019年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张家口

高新区家家悦冬奥物流商贸产业

园举行。今年，该区共实施项目

141项，总投资465.4亿元。这次

集中开工的有家家悦冬奥物流商

贸产业园、可再生能源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等6个项目，总投资

41.5亿元。

家家悦冬奥物流商贸产业园

项目，主要建设生鲜加工中心、中

央厨房、分拨中心及相关仓储物

流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生鲜加

工中心年产量约20万吨，农产品

加工年产能约5万吨，全面打造国

际标准的现代化物流及生鲜加工

平台。龙辰博鳌物流商贸产业园

二期项目，主要建设4个现代立体

化仓储中心，以及1座现代化商务

办公大楼。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年吞吐量50万吨的生产能力。张

家口得意保健制品果蔬汁及饮品

生产线迁建升级项目主要建设生

产车间、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仓

库和综合办公楼。项目建成后，

年产果蔬汁及饮品可达7万吨。

可再生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项目，主要建设可再生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聚集区、创新创业中心、

总部基地及综合商务区三大区

域，将打造成全国可再生能源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生产基地、技术

研发中心和交流合作平台。张家

口金驼冶金机械有限公司搬迁扩

模项目，主要建设加工车间、仓

库、综合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项目建成后，年生产能力可

达3000吨；泽生科技项目，主要

建设生物制药车间、医疗器械车

间等。该项目致力于研发心血管

和能量代谢类新型药物产品。

万全区今年将实施项目141个

桥东区今年推进
重点项目73个

赤城重点项目建设启幕

本报讯（通讯员仝辉）近日，伴着洋洋洒洒的春

雪，2019年阳原县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辛堡乡

举行。此次集中开工的是总投资1.4亿元的农华牧业

有限公司阳原驴繁育及育肥基地建设项目和总投资

2.8亿元的新望农牧有限公司30万头生猪聚落发展项

目。据了解，该县今年共谋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

点项目40项，总投资65亿元。其中，列入市级重点项

目5项，总投资40.39亿元。

阳原今年项目总投资65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王景林）开滦集团蔚州公司始终

把党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筑坚实的政治保障体

系，推动企业各项改革举措落地。他们实施基层党组

织提升工程，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他们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引导广大党员立足岗位

创造佳绩。在些基础上，他们落实基层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方案，进一步扩大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范围，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督导机制，形成长效机制。

开滦集团蔚州公司
着力加强党组织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董园园）

开滦集团蔚州公司崔家寨矿

积极开展生产竞赛，助力回撤

会战顺利实施。

该矿以“绝对安全、极限

成本、完全承包、高产高效、深

度挖潜、精准定员”为主线，开

展了以“比质量、比效率、比工

期”为主题的“三比”生产竞赛

活动，要求“每个环节都是生

产竞赛现场”，开展“争当安全

把关人”活动。用竞赛解决生

产难题。开掘会战是重点工

程。他们通过设岗定位、以岗

定责方式，让员工肩上有担、心

中有责；通过先模示范线、党员

先锋岗、青年突击队等载体，

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崔家寨矿开展回撤会战劳动竞赛

宣化区新迪高压电瓷公司通过引进科技人才宣化区新迪高压电瓷公司通过引进科技人才、、增加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投入，，目前已开发出目前已开发出9595瓷瓷、、高铝瓷高铝瓷、、莫来石莫来石

瓷瓷、、石英石英、、高分子等五大材料类别高分子等五大材料类别、、300300多个规格的绝缘子产品多个规格的绝缘子产品，，产品畅销产品畅销20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该图为该

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陈晓东陈晓东 摄摄

科技含量高 带动作用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