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8日，游客在泊头市一家桑葚采摘园内采摘

桑葚。时下，泊头市营子镇苟鲁道村桑葚成熟，当地农

民抢抓晴好天气收获、晾晒。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部分地区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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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新兴产业调查

□记者 李代姣 信贺宁 通讯员 高晶晶

圆柱状的全景可视化智能

音箱，曲面的移动会议秘书、智

能生态管家、交互学习机……近

日，在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信诺）展厅内，形态

多样的电子产品瞬间吸引了人

们 的 目 光 。 这 些 应 用 柔 性

AMOLED技术的设备可以实

现弯曲、折叠，且拥有自发光的

特性，显示效果明亮艳丽。

聚焦未来 柔性显
示技术全球领先

“这款努比亚腕机应用了维

信诺4.1英寸柔性屏，可以实现8

毫米弯曲半径，是全球第一款柔屏

柔用的可穿戴设备，集成了手机、

手环和手表的所有功能。”维信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唐

伟告诉记者，虽然该款腕机应用的

是柔性屏，但其硬度和可靠性却完

全可以和硬屏相媲美，是维信诺目

前技术领先的产品之一。

据唐伟介绍，维信诺是国内

最早发展OLED的厂商之一，聚

焦前沿技术领域，坚持自主创

新，截至4月30日，拥有5785件

与OLED相关的关键专利。主

导制定了多项OLED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OLED显示被称为‘下一

代新型显示技术’，万物互联时

代，显示终端的形态需要更加多

样化。柔性显示将给显示终端

带来巨大变革，尤其是在多形态

应用方面。”唐伟认为，柔性显示

技术将为显示终端应用提供巨

大的创新空间，其产品未来将迅

速扩展至车载、近眼显示、可穿

戴，人工智能，甚至服装、日用生

活品等领域。

瞄准产业发展新趋势，维信

诺在柔性AMOLED技术等代

表产业未来方向的技术前沿地

带积极布局。2018 年 5 月 17

日，维信诺（固安）第6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启动运行。

该产线融合了多项自主创新技

术和关键工艺，能够兼容生产曲

面柔性、卷曲柔性、折叠柔性和

全柔性AMOLED显示屏，设计

产能为每月3万片，达产后每年

可满足9000万部智能手机对于

屏幕的需求，并可兼顾可穿戴产

品的应用。

“6 代线实现了生产设备

100%联网，产品100%在线检

测，物料、制品全自动搬运等，打

造真正的智能工厂，是目前国内

最专业、最先进的全柔生产线，

能够支撑未来产品升级与产业

发展。”唐伟说，科技企业只有聚

焦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站在国际

竞争的制高点，才能赢得新兴显

示产业的话语权。

把握市场 创新满
足个性化需求

在固安翌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厅内，（下转第四版）

固安：新型显示产业高地加速崛起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
磊 吴韬）6月18日，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在省委党校继续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集中学习交流研讨。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主持

并讲话。省领导梁田庚、袁桐

利、高志立、刘爽围绕“全面从严

治党，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加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自觉做到忠

诚干净担当”分别发言。

王东峰在讲话中指出，党的

十九大以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不断优化净化全省政治生

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

效。要以扎实开展主题教育为

新的契机，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检视问题、持续用力，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和作风建设不断

向纵深发展。要深化全面从严

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践行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入开展

政治性警示教育，层层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开创全

面从严治党新局面。要深化纠

正“四风”和作风纪律专项整

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要从省级干部和

领导机关抓起，坚决破除官本

位和特权思想，彻底纠正衙门

作风，牢固树立公仆意识，以真

抓实干的劲头狠抓各项任务落

实，全面提升工作质量和效

率。要深化党性锻炼，忠诚担

当尽责。要牢记初心使命，在

思想上行动上解决好公与私的

问题，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

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以一

颗公心忠心干事创业。要坚持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敢于较真碰硬，着力

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不想干、不敢干、不会

干等问题，努力培养忠诚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凝心聚力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梁田庚在发言中说，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

要的纪律，对于确保全党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至关重

要。全省各级组织和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的重要论述，强化纪律

意识和规矩意识，坚决扛起政治

责任，大力选拔使用忠诚干净担

当的干部，切实加强干部日常监

督管理，严肃惩处违纪违规行

为,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抓

落实、盯执行，推动管党治党不

断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袁桐利在发言中说，省委开

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充分体

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

使命担当。守初心、担使命，作

风建设是保障。我们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对党

忠诚摆在首要位置，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强

化作风建设，坚持群众观点，贯

彻群众路线，深入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任务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

高志立在发言中说，开展好

主题教育，必须把作风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张晨光）2018年全省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劳动力跨省转移输出就业9.32万人，其中赴京津就业6.35

万人，占比达到68.17%。今后北京市将继续帮助河北省有

转移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多渠道就

业。这是记者从6月18日召开的京冀扶贫劳务协作座谈

会上了解到的。

当天，北京市与河北省签订了《京冀省际间扶贫劳务

协作协议》。协议要求在2020年底前，北京市帮助河北省

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多渠道

就业。协议明确，北京帮助河北通过鼓励、引导劳动密集

型企业建设就业扶贫载体等方式促进贫困劳动力就地就

近就业，扩大有组织劳务输出规模促进转移就业，加强人

才支持、干部培训交流提升就业扶贫水平，多措并举推动

就业扶贫工作。

据介绍，目前我省未脱贫贫困劳动力10.72万人，其中

未就业的还有3.97万人。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

贫方式。加强劳务协作是促进贫困劳动者转移就业、稳定

就业的有效途径。

京冀签订省际间
扶贫劳务协作协议

王东峰主持并讲话

清晨，天光微亮，万籁俱静，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小镇宛如

童话世界，静谧而祥和。多瑙河

水静静地流淌，无声地见证着发

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奇迹与美好。

三年前，也是这个生机盎然

的季节，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2016年6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钢塞钢，为这座万里

之遥的钢厂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三年来，河钢牢记总书记嘱

托，把河钢塞钢打造成了塞尔维

亚就业人数最多、出口量最大的

企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

际产能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时光流转，一幅多瑙河畔的

璀璨画卷正徐徐展开。

牢记嘱托
——不负使命不负

时代
2019年4月25日，中宣部

发布河钢塞钢管理团队先进事

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录制

现场，河钢塞钢员工深情演唱出

心中的旋律：穿越过悲与喜站在

了你的面前，久久地凝望着不用

任何的语言……

那是一段飘荡的情感记忆，

更是一段不朽的钢铁传奇。

斯梅代雷沃钢厂成立于

1913年，是塞尔维亚唯一一家

国有大型支柱性钢铁企业，被誉

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由于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和管理不善

等原因，到2016年时，该厂发展

已是举步维艰。

“我们为此熬了无数昼夜，我

们无数次怀着希望想要拯救斯梅

代雷沃钢厂，但一次一次的希望

变成了沉重的失望。”现任塞尔维

亚总统、时任总理武契奇说。

2016 年 4月，河钢收购斯

梅代雷沃钢厂，河钢塞钢应运而

生。中塞合作之手，紧紧地握在

了一起。

时隔两月，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视察河钢塞钢，并提出殷

切期望。

河钢塞钢开启新征程。

3年春华秋实，3年携手共

进。时间记录下这样一个个标

志性时刻——

仅半年时间，河钢塞钢扭转

了连续7年亏损的局面，实现全

面盈利；

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7.4

亿美元；

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10.6

亿美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不断攀升的数字，不仅记录

着河钢塞钢的沧桑巨变，也透露

着职工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

斯梅代雷沃市的年财政收入达

到原来的两倍多，失业率由18%

降至6%，新生儿出生率在塞尔

维亚排名第一。

“中国企业收购后将食堂、

卫生间、医务所等全面翻新，还

在镇上开通了班车。中国工程

师将很多先进经验传授给我

们。我很自豪能在塞中合作的

明星企业里工作，中国人是真心

帮助我们。”在钢厂高炉车间工

作的技工斯洛博丹·乔尔杰维奇

说，正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投资，

他的兄弟从德国回到了家乡，整

个大家族得以团聚。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省统计局6月18

日消息，1-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新动能加快成长。

工业生产稳中向好

1-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7.6%，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5个百

分点。其中，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6.6%，增速比4月份加快1.3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加快3.2个百分点。装备制

造、钢铁和医药工业较快增长，1-5月份，分

别增长11.9%、10.0%和8.1%。在装备制造

业内部行业中，汽车制造业增长13.3%、通

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7.8%、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增长16.0%、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78.7%，增速分别高于装备制造业1.4、5.9、

4.1和66.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产

品交货值同比增长3.7%，比上年同期提高

7.0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1-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4.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较

快。完成投资增长10.1%，增速比1-4月份

加快0.5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5.3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投资同比增长

7.1%，高于固定资产投资2.3个百分点。工

业技改投资增长11.6%，快于工业投资9.4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补短板力度不断

加大。完成投资增长17.8%，其中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增长15.9%。民生领域投入力度

进一步加大，教育、体育和卫生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80.0%、25.1%、17.9%。

消费市场增速回升

1-5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

售额1410.0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比

1-4月份回升1.2个百分点。5月份，限额

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84.8 亿元，增长

8.5%，增速同比回升7.1个百分点，比4月份回升7.9个百

分点。乡村市场增长快于城镇。1-5月份，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1359.4亿元，增长3.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0.6亿

元，增长4.7%，快于城镇1.2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较

快增长，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商品零售额中，化妆品类

增长 19.0%，金银珠宝类增长 8.5%，书报杂志类增长

80.9%，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9.0%，中西药品类增长

14.5%，家具类增长16.2%。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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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继续集中学习交流研讨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今年1－5月份，河钢塞钢实现钢产量78.9万

吨，与收购前实际生产能力不足设计能力的三分

之一比，如今的产量水平已经达到设计水平，焕发

出强劲活力。 河钢集团供图

□记者 赵晓慧 通讯员 刘双媛 王桂芬

河钢塞钢 续写“一带一路”建设精彩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