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刘磊 记者祝
雪娟）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2019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

强”“2019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强”榜单。新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再度蝉联河北榜首。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荣盛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三河汇福粮油

集团有限公司位列榜单，彰显了

廊坊民营经济的强大实力。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

观经济形势，廊坊市通过出台系

列政策措施，积极为民营企业做

大做强产业、做精做优产品、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

迈进。截至目前，该市民营市场

主体近37万户，占市场主体总数

的97.9%，增加值完成1034.26亿

元，占GDP的比重为70%，对全

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1%，从

业人员155.5万人，实现税收收

入330.21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

的比重为94.8%……全市民营经

济发展亮点频现，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可圈可点。

民营经济成为发展主力军、

压舱石。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69家，基本形成了华夏、华为、

京东方等大型企业龙头引领，维

信诺、润泽科技等高成长性、强创

新性企业示范带动，广大中小企

业配套服务的产业发展格局，形

成了房地产及建筑业、电子信息

制造及传输业、金融业、装备制造

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食品加工

业、家具制造及辅材业等7大支

柱产业。“大智移云”产业首位度

持续提升，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

入及增速、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均

居全省首位。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强力推

进。该市重点实施了千企转型促

推工程、品牌质量提升工程、“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行动等系

列措施。他们筛选1000家实体

工业企业，实施3年转型培育工

程，与领导干部包联工作紧密结

合，设立工作专班，实行“一企一

策”，加快推进技术改造、设备更

新、工艺改进；制定出台了鼓励支

持企业创新的“1+4+N”政策体

系，涉及15个方面、168条，重点

奖励扶持设立研发机构、建立创

新创业基地的企业，有效提升了

企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实力。

民营经济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该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

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中心环节，突破一批关键

共性技术，形成一批知名品牌。

新奥集团自主研发的100千瓦微

型燃气轮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性

价比优于国外燃机。汇福粮油引

进世界一流技术、设备和人才，其

生产的一级大豆油占到北京市场

份额的70%，入围“中国食品工

业十强企业”。金秋木业、兴山木

业等企业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制

定等等。

县域民营经济集聚效应凸

显。该市形成了三河汽车改装及

零部件、香河家具、霸州都市休闲

食品、霸州特色定制家具、文安人

造板、大城绝热节能材料、大城红

木家具、三河电子信息、三河生物

医药及大健康、大厂影视文创、固

安电子信息、固安航空航天、永清

服装创新设计等13个重点培育

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其中，香

河家具、霸州特色定制家具、文安

人造板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超百

亿元。到2022年，该市重点培育

的产业集群营业收入都将实现翻

番，平均达到50亿元以上。

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密集出

台。该市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先

后出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实体企业发

展的措施》《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若

干措施》《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

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

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

《大力支持工业和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

配套政策，着力破解企业发展瓶

颈，推动企业转型提质、增量升

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该市立足于打造“流程最优、

时限最短、成本最低、服务最好”

的营商环境，推出了马上办、加速

办、网上办、省心办“四办”服务承

诺，202项审批服务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审批效率平均提高

75%，在线行政审批上线率达到

100%。他们将社会投资类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由230个工作

日压减至52个工作日以内；实施

企业开办再提速行动，企业开办

时间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2.5个

工作日；企业登记实现全程电子

化“一网通办”，从申请到取得电

子证照最快仅需1小时。

民营经济帮扶机制持续深

化。针对部分民营企业面临的融

资难、用工难、创业难等实际问

题，该市市委、市政府大力开展

“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年”活

动，实施了市县领导干部包联企

业、政府企业面对面、政银企对接

等专项行动，切实为企业排忧解

难。在对接服务企业方面，他们

建立了线上线下“双线”服务模

式，依托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

台和常态化的政府企业面对面沟

通对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在

政银企对接方面，今年以来，该市

共组织对接活动146次，融资对

接项目 907 个，意向投资额达

181亿元，帮助了一大批企业缓

解了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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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三河汇福粮油等位列其中，彰显了廊坊民营经济的强大实力。近年来，廊坊市通
过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产业、做精做优产品、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本报讯（通讯员马越）在年初已排查建立的“两违”

台账基础上，安次区按照“5+1”清理整治工作要求，积

极开展“回头看”，先后6次全覆盖排查，通过“签字背

书、实地踏勘”的方式，确保排查工作不留死角。

截至目前，该区先后组织大规模集中强拆行动20

余次，累计拆除“两违”73宗、面积602.19亩，占应拆除

任务95%。同时，他们坚决做到“即拆、即清、即净”，全

力做好复耕复绿工作，完成688.37亩图斑补办手续，占

整改任务77%。剩余的市政道路、路网工程等基础设

施及村街公益事业类图斑，目前正在加快组卷报批程

序，确保整改到位。

中秋节临近，固安县朗诵协会组织150余名

朗诵爱好者走进田园农场，开展了以“诗歌朗诵田

园行”迎中秋主题活动。图为在固安县卡尔叔叔

幸福农场，朗诵爱好者们正在朗诵《我骄傲 我是

中国人》。 门丛硕 摄

香河刘宋镇
强化平安校园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李静）香河县

刘宋镇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做好学

校学生安全工作。

他们要求中小学及幼儿园切

实把学生安全问题作为学校工作

的重点，利用主题班会、专题讲座、

校园广播等形式，向师生普及安全

知识，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防范能力。同时，该镇组织

镇安监办、派出所、卫生院、教育

办等部门，对各学校教学楼、宿舍

楼、食堂和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

实验室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隐患

排查整治。他们积极会同派出

所、经委办等部门，加大对校园周

边小餐饮摊点、书刊出租店、网吧

的检查力度，对非法经营摊点坚

决予以取缔，对违规经营者责令

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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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
警校联合加强校车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杨彦兵 尚梦迪）为进一步加强校

园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

日，永清县交警大队、永清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召开了

全县校车安全工作座谈会暨永清县中小学校（幼儿园）

安全工作会。会上，民警通报了校车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要求校车负责人、管理责任人、驾驶人切实担当校

车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全力抓好校车安全管理。民警

讲解了交通安全行车常识及注意事项，播放了交通安

全警示教育片，并现场与驾驶人签订校车安全责任书。

近日，大厂回族自治县举办了首届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打造多业融合的全域旅游新格

局，全面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新形象。

图为游客参观非遗工艺精品展。记者孙泽恒 摄

本报讯（通讯员徐巍 记者

祝雪娟）今年以来，霸州市全面

践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

要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

安新区规划建设重大机遇，奋发

作为，真抓实干，全市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实现平稳发展。上

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17.8亿元，增速26.2%；实际利

用外资1685万美元，增速5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0亿元，增

速12.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达6%。

项目建设扎实推进。该市

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工作，

以增量优化带动存量调整，力促

项目建设高端化、集群化。今年

以来，该市谋划运作亿元以上项

目148个，总投资1842.8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206.2亿元，当年

完成投资 40.9 亿元，同比增长

7%；争列省重点项目5个，总投

资15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亿

元。本年已完成投资3.75亿元，

投资完成率75%；争列廊坊市重

点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373.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亿元。本

年已完成投资6.92亿元，投资完

成率69.2%。公司参加廊坊市开

工活动项目10个，总投资39.9亿

元，当年计划投资11亿元；储备

亿元以上项目13个。香港世茂

集团霸州世茂高铁小镇、凯雷投

资集团汽车零配件智慧供应链北

方区域总部等7个项目顺利签约。

为推进企业转型升级，该市

首先强化创新引领，组织申报科

技型中小企业234家，高新技术

企业24家，已通过省认定科技型

中小企业46家。申报省级技术

创新中心项目4项，廊坊市级研

发中心5家。仟舜永合工贸有限

公司秸秆打捆机示范应用、达利

食品高品质豆制品开发及产业

化、友邦家具众邦智联家具设计

等被廊坊市科技局认定为京南

成果转化示范项目。省级科研

项目《家具折叠机构耐久性试验

机》通过了省专家验收，正在申

报项目专利。

其次，开展企业帮扶。1—5

月份，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54.2亿元，位居廊坊第三。工

业技术改造投资完成 30.4 亿

元。他们推荐京晶展示道具、纽

莱客家具、星光家具、华诚汽车

制动器、唐兴合金科技等5家企

业申报2019年廊坊市工业设计

中心项目。其中，3家企业已经

获批。帮助纽莱客家具、锐隆家

具企业成功获批廊坊市2019年

购买工业设计服务项目。

第三，实施品牌带动。河北

争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

批中国驰名商标。胜芳松花蛋

正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全市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92件，今年新申报6件，完成

全年任务的60%。

文安警方抓获
潜逃21年命案逃犯

本报讯（通讯员桑宏兵 吕海
涛 记者祝雪娟）近日，文安县公安

局民警奔袭千里，一天内抓获2名

潜逃21年的命案逃犯。

今年8月，该局民警通过大量

走访排查，并在浙江警方的大力配

合下，发现杭州市有一个名叫“许

某”的暂住男子所用身份信息有

假，且与潜逃21年的网上逃犯孙

某信息有相似的地方。“许某”被抓

获后，供述了另一名网上逃犯刘某

也在杭州等情况。办案民警立即

联合当地警方对另外一名网上逃

犯刘某进行抓捕。最终，2名隐姓

埋名潜逃21年的抢劫杀人犯罪嫌

疑人全部落网。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良）违建拆除

后，道路宽敞整洁、

绿植郁郁葱葱，乱堆

乱放的垃圾杂物被

全面清理……三河

市泃阳西大街街道

办事处实施三级网

格管理体系破解市

容整治难题，在辖区

再次掀起人人知晓

创城、参与创城、共

享创城的文明之风。

为营造文明城

市创建氛围，该办事

处在公共场所新增

公 益 广 告 3000 余

个。同时，各社区依

托文化阵地，引导群

众参与创城，累计开

展志愿服务280次，

开展问卷调查千余

次，发放创城明白纸

千余份。

面对老旧小区

多的现状，该办事处

将15平方公里的辖

区划分为 1 个街道

管理网格、6个片区

责任网格和22个作

战单元网格，形成层

级清晰、区域明确的

三级网格管理体系。截至目

前，他们共清理小广告 4.5 万

余条、卫生死角 959 处、私搭

乱建260处，居民的居住环境

得到全面提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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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州谋划亿元以上项目148个

廊坊民营经济成为发展主力军

近日，廊坊市开展了“建设美丽家园——我参与，我奉献”未成年人志愿活动。来自市区8

所中小学校的600余名志愿者在社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图为志愿者在社区打

扫卫生。 陈童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卫国）近日，省发改委发布第二

批河北省“双创”示范基地名单。廊坊开发区榜上有

名。近年来，该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以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体系为抓手，紧扣

“创新、强企、解难、惠民”活动主题，在创新主体培育、

创新平台搭建、创新创业服务优化、人才特区建设等工

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2018年底，该区拥有众创

空间、孵化器等创业平台11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1个，入驻企业及团队达251家，年度吸纳就业

64563人，该区从业人员发明专利133项/万人，入驻

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占全区GDP的2.71％。

廊坊开发区
获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近日近日，，广阳区税务局联合医保局等部门广阳区税务局联合医保局等部门，，进村进村

开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新政策宣传开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新政策宣传，，对对

税务征收后征缴方式的变化进行讲解税务征收后征缴方式的变化进行讲解，，并为村民并为村民

提供量血压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服务测血糖等服务。。 李燕李燕 张亚勋张亚勋 摄摄

本报讯（通讯员杨雅淇
记者祝雪娟）近日，在安次区

工行宿舍楼前，移动脚手架高

高立起，工人们忙碌施工，刚

刷过银粉的护栏在秋日的阳

光下熠熠生辉。

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

项目，廊坊多年来持续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

2010年，该市全面启动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现已改造老

旧小区 303个，改造面积约

405万平方米。其中，主城区

老旧小区 219 个，改造面积

316万平方米。今年，该市将

继续改造老旧小区72个，改

造面积92万平方米，惠及居

民8145户。

结合小区建设类型、损坏

程度、存在问题等因素，该市

精准施策，重点解决安全设

施、服务设施、公共设施和外

部环境等4类安全问题；优化

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功能短

板，改造提升小区道路、管网、

照明、停车位、无障碍设施等；

整治环境卫生，提升绿化水

平，取消垃圾房，清理私搭乱

建、清除小广告等，优化小区

整体环境。

廊坊72个老旧小区陆续换新颜

安次区
深入推进“两违”治理

民营市场主体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