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3日晚19点 30分，以

“醉美衡水，智赢未来”为主题的

2019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世界大

师锦标赛(衡水)在衡水保利大剧

院开幕。

开幕式上，赛事公益大使、

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柯洁，

裁判员萨布丽娜·德圣维森特

分别代表运动员、裁判员进行

宣誓。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精

彩的文艺演出。

据了解，2019国际智力运动

联盟世界大师锦标赛(衡水)是由

国际智力运动联盟发起并主办、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省体育局、衡水市人民政府联

合承办的智力运动国际A类赛

事，于5月13日至5月18日期间

举办。

本次赛事设围棋、象棋、国际

象棋、国际跳棋、桥牌5个大项，

17个小项，将产生金、银、铜共99

枚奖牌。有来自世界49个国家

和地区的大师级选手、官员和裁

判员汇聚衡水。世界棋牌界的

“最强大脑”此番超级集结展开

“地表最强”规格的巅峰对决，战

况之激烈，内容之精彩，着实令无

数棋牌爱好者翘首以待。

□记者 王永宏 张梅胜 胡竞文

上图均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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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线，围绕党的领导“圆心”，扩大统一战线“半
径”，画大画好党的建设“同心圆”，以党建为引领，
创建“大统战”格局、创新“知联会”活动、引导“继创
者”创新创业、创设“大招商”模式，激发统战工作新
活力

执行主编：王永宏 责任编辑：钱玉6 2019.5.15
河北经济日报 衡水 E-mail：hbjjrbhs@163.com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

李彦芬 张点将）今年以来，饶阳

县委统战部坚持把党建作为工作

主线，围绕党的领导“圆心”，扩大

统一战线“半径”，画大画好党的

建设“同心圆”，促推党建、统战

“双开花”，激发统战工作新活力。

以党建为引领，创建“大统

战”格局。该县认真探索构建大

统战格局，有效破解县级统战工

作机构散、编制少、力量弱的问

题，整合统战资源，完成了县侨联

工作职能划转交接，推动县委统

战部、民族宗教局、台办、工商联、

侨联合署办公，进一步强化对“知

联会”等协会组织的指导建设。

多次组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

支部“三会一课”开展、党员信息

采集、民主评议党员等具体工作，

及时学习贯彻相关党建精神和工

作部署，通过党支部活动规范化、

常态化，最大限度的发挥大统战

系统党委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以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积极筹

备演讲比赛、征文比赛、摄影大

赛、文艺演出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对全县统战系统、统战对象开展

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

以党建为引领，创新“知联

会”活动。该县以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为平台，充分发挥统一战

线教育引导作用，由县知联会牵

头组织开展“助力乡村振兴，我为

饶阳发展献一策”等活动，在全县

1.1万余名党外知识分子中树立

“一盘棋”思维。围绕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全县重点工作，组织

知联会专业人才，会同当地基层

党支部举办设施蔬菜种植、设施

葡萄种植、果树种植、养殖技术等

培训，助力农业产业振兴。目前，

已开展培训4次，参加培训群众

达600余人次。同时，在知联会

会员中筛选专业人才、业界精英、

骨干会员组建“智囊团”，为基层

党建活动免费提供活动策划、技

术指导及业务培训，促进党建活

动多样化。

以党建为引领，引导“继创

者”创新创业。该县充分发挥党

员、特别是农村基层党支部成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协助他们

办厂兴业，做父老乡亲的致富带

头人、领头雁。截至目前，2019

年度由农村党员创建的公司、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实体达 6家以

上。开展“百企进百村”帮扶活

动，邀请青年企业家深入一线，在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做好脱贫工

作，为“继创者”搭建解民情、乡

情、国情的广阔平台。同时，成立

了“饶阳县青年企业家沙龙”，定

期邀请本地老党员、老军人等为

青年企业家授课，讲解革命历史，

开展红色教育，提升思想境界。

以党建为引领，创设“大招

商”模式。该县发挥统战优势，创

新招商方式，成立了县招商工作

领导小组，依托本地基层商会和

外埠商会，积极吸引在外人士返

乡创业，统筹开展好各类招商活

动。由县工商联牵头，号召全县

197个村级党支部成员，挖掘本

地乡贤资源，全方位向外发出招

商邀请，打造投资兴业热土，带动

全民招商。发挥统战部门联系广

泛优势，为新项目调研立项、征

地、开工建设等做好各种服务，着

重做好企业同当地党组织对接工

作，帮助企业解决好建设发展中

的难点问题，做强做优做大企业

发展平台。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

卢增晖 曹金龙）近年来，景县就

业创业工作突出关注民生，服务

群众，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认真

落实有关创业优惠政策，不断夯

实基础，创新服务载体，拓展服务

范围，多措并举，全县就业创业工

作扎实推进、稳中向好。

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促进全

民创业就业。一方面该县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促进

就业创业的政策效应。政策涵盖

了就业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大学

生就业见习补贴、大学生创业扶

持资金等各个方面，去年全年县

财政部门共安排各项就业补贴、

创业扶持资金1685万元；另一方

面建立了创业资金扶持平台，落

实好各项资金保障，将小额担保

贷款作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

重要抓手，去年全年共完成小额

担保贷款发放306万元，帮助 54

名下岗失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和

返乡农民工实现了自主创业。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扩大创

业就业规模。该县以深入开展

“三深化、三提升”活动为契机，

以创新创业为载体，不断加快创

业孵化基地建设。今年已成功

建成景县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景

县龙华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等 3家创业就业孵

化基地，共入驻创业实体35家，

直接带动就业300余人。同时，

不断开发公益性岗位，切实解决

就业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去年全

年共开发乡村公共服务岗位

2470人，发放扶贫专岗补贴403

万元，帮扶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增收。

强化培训教育模式，提高创

业就业能力。该县坚持以市场就

业为导向，不断加大职业技能培

训力度，去年全年共举办各类专

业知识与技能培训班50余期，培

训各类劳动者2700余人，为劳动

者就业奠定基础。该县还以引入

民办培训机构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的方式，实施“定员、定点、定向”

免费技能培训，合理制定详细的

培训计划，通过加大培训宣传力

度，增加技能培训项目，严把培训

质量关，形成技能培训和就业相

结合的工作模式，使培训工作得

到实质性进展。

随着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的实

施和就业扶贫政策的落实，该县

就业局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有力地支撑了县域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该县人社局负责

同志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扩大扶持政策覆盖面，构建长

效机制，积极加强与各有关部门

的协调配合，形成全社会关注就

业、支持创业的良好新局面。

近日，武强县税务局组织开展了“祖国的花

朵 托起减税降费之光”税收宣传进校园活动，税务

人员结合学生年龄特点，通过讲述减税降费故事、

开展互动活动等形式，让税法走进校园，走进青少

年。图为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税法知识。

苏小立 王冰 摄

景县创新载体服务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张千）

近日，由景县人民政府和中国橡

胶工业协会暨胶管胶带分会联合

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管带行业

大型企业峰会”在美丽的衡水湖

畔召开，全国胶管胶带行业知名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来自景县的

32家重点橡塑企业代表等300余

人参加了大会。

会议分析了胶管胶带行业的

形势、运行状况,讨论了目前行业

的实际情况和有关影响行业健康

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交流了各

自企业管理的好经验，并提出了

加快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质

量提升行动的措施和建议。该县

与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签订了景县协同创新战略合

作协议，该院院长张立群、吴卫东

教授、伍社毛教授被聘为橡塑产

业发展顾问。

近年来，为适应高质量发展

新要求，景县大力推动橡塑产业

实现“四个转变”，培育壮大了以

恒安泰、中美、恒宇等企业为代表

的一大批龙头企业，促进了产业

层次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目

前，全县橡塑制品业有企业及摊

点 2400 余家，从业人员 7.5 万

人。2018年，整个产业实现销售

收入245亿元，增长13.9%；上缴

税金4.2亿元，增长14.7%，胶管

行业已经成为支撑景县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衡水举行
中国管带行业企业峰会

深州开展防灾减灾日
集中宣传活动

近日，阜城县税务局“青春助税宣讲队”来到

该县第五小学开展税法宣传进校园活动，青年税

务干部向小学生讲解税收基础知识，发放减税

降费政策辅导手册、减税降费剪纸作品及学习

用品。 苗凤强 张崇 摄

饶阳画好党建“同心圆”

本报讯（通讯员高占峰 王洪涛）5月12日，为扎

实开展好防灾减灾宣传，在全市营造浓厚的防灾减灾

氛围，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深州市安委

办在该市信誉楼广场开展了以“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中，深州市应急管理局、地震台、消防大队等

部门以及信誉楼百货等单位设置展牌，发放明白纸、

宣传页，面对面宣讲防灾减灾知识。此次集中宣传活

动共有200余人参与，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300余次。

同时，深州市应急管理局还在该市第一中学开展

了防灾减灾知识讲座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学生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李栋）近日，

首届衡水老白干酒文化节暨衡水

老白干封坛原液首发仪式在酒都

大厦顺利开幕。当日下午，首届

衡水老白干酒文化节京津冀一体

化经济论坛在衡水迎宾馆举办，

为首届酒文化节再添亮点。

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占刚向与会嘉宾介绍

了衡水老白干的历史和发展，并

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今经济环境

下，中国白酒所面临的机遇于挑

战，就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布局

和规划进行了分享。

首届衡水老白干
酒文化节举办

武强县医院举办
首届护士授课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刘金英 闫亚静）为促进护士之间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护理人员提供一个展示自我、

提升自我、挑战自我的平台，日前，武强县医院举办了

首届护士授课大赛。各临床护理单元共9名选手参加

了本次大赛，同时院领导及全院、各乡镇卫生院护理

人员共百余人观看了本次活动。参与竞赛的每位选

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讲解一个护理课题，选手们围绕临

床护理实践及专科特点，紧密结合实际案例，展开技

能比拼。

——20192019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世界大师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世界大师
锦标赛锦标赛（（衡水衡水））开幕掠影开幕掠影

醉美衡水醉美衡水 智赢未来智赢未来

本报讯（通讯员吕鹤 孙艳

雪 高辉）“多亏了县水务局今年

新修的引水管道，我家的12亩地

用灌渠的水浇地，不但省时省

力，经济性还很好。”武邑县龙店

镇崔村村民崔德龙说道。

立夏以来，田地里的农作物

已铆足了生长劲头。在龙店镇

的田间地头，处处都能看到人们

忙碌灌溉的身影。汩汩水流通

过条条渠道流进田地，让农作物

喝上“生命水”。今年以来，武邑

县水务局提前谋划，及早动手，

以春灌引水工作为切入点，创优

服务质量，以良好的状态、务实

的成效，助推“三深化、三提升”

活动落细落实。

据了解，自 2018 年冬到今

年春天以来，武邑县降水量较常

年总体偏少，农田墒情较差。针

对这一情况，县水务局多次到灌

区进行现场调度，对水源状况、

土壤墒情、作物种植结构、引水

灌溉工程建设情况进行摸底，积

极争取引水指标，为农田春灌提

供水源保障。

石津灌渠是该县重要的引

水工程之一，涉及龙店镇10个

村，1.3万亩耕地。县水务局会同

龙店镇政府对水利设施进行全

面检查、维修和保养，对检查出

的问题及时做好处置，消除安全

隐患，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

设施效益，并制定应急预案，做

好人力和物资准备。及时安装

安全警示牌，清理渠道内垃圾杂

草，安排察看渠段。

自3月6日龙店镇石津灌渠

来水到达前，共新建闸涵输水管

道等应急输水工程5处，共引水

400万余立方米，引水量较去年

增加 1倍，扩大灌溉面积 6000

亩，为今年灌区实现粮食稳产增

产打下坚实基础。

武邑水务局深化服务解农业灌溉之“渴”

近日，桃城区赵圈镇玫瑰园玫瑰花海吸引了

众多游客和市民前来踏青赏花，桃城区税务局组织

党团员志愿者来此向游客和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并

详细解读相关税收政策。 常晓晴 摄

首个“5G+智慧锦标赛”
开启衡水5G直播时代

本报讯（记者胡竞文 通讯员樊婷）5月 13日,

2019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世界大师锦标赛(衡水)开幕，

大赛首次应用5G技术进行网络直播。衡水联通作为

赛事的独家5G直播通信运营商，利用5G+4K超高清

直播和5G+VR360°全景直播两种方式，对开幕式进

行全程直播，打造成衡水首个“5G+智慧锦标赛”，助

力衡水进入5G直播时代。

为保障5G直播的顺利进行，衡水联通提前在重

点区域进行了5G网络覆盖，经实地测试，下行速率达

到1000Mbps。依托云服务能力和专业化的4K端到

端技术，5G+4K超高清直播将提供清晰度高达3840*

2160像素的稳定画面。而VR直播则将通过专业摄

像机对开幕式现场进行360°全景实时拍摄，再利用

5G网络将全景视频进行推流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