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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尚俊 通讯

员齐雄 王远飞）近年来，磁县

以经济开发区为平台，依托资

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调

整产业结构，积极延伸产业链

条，探索出一条由煤化工循环

产业向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转

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磁

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构建循环发展新模式

在磁县经济开发区内，林

立于道路两侧的一排排企业，

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就像一个

抱团发展的“大家族”，企业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密切合作。

从组建形式上，企业之间

互相参股，联姻合作，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利益共

同体。在这里，同行之间不再

是竞争对手，而是亲密的合作

伙伴关系。从内在功能上，构

建“企业之间小循环、产业之间

中循环、区域之间大循环”的三

重格局循环发展新模式。

具体而言，“小循环”是指

在企业层面。“中循环”指产业

之间的循环，园区形成煤焦油

链、苯链、煤气综合利用链和精

细化工四个产业链条，每个产

业链条都是一个闭合的循环。

“大循环”指整个园区的循环，

所有企业达到水、电、污水处

理、煤气、蒸气等综合循环利

用。这种循环利用的思路设

计，实现园区各种资源的合理、

有效、最大化利用，企业之间通

过管廊连接，不仅为企业节约

了大量运输成本，增加了经济

效益，而且做到了资源的“吃干

榨净”，变废为宝，有效解决了

能源浪费和环保压力问题。以

黑猫公司为例，回收尾气发电

2.1亿度/年，可节约标煤10万

吨/年。

产业链成招商“密码”

磁县把循环经济理念引入

到招商引资工作中，在开发区

的黑猫公司厂区矗立着一块高

大的展牌，上面精心设计了园

区循环产业网络图和产品树，

成为客商考察的首选和必到之

地。绿色的产品树上枝繁叶

荗，从主干到枝梢，挂满了园区

各企业生产的65种产品。循

环产业网络图上共包含四个产

业链条，每个产业链条分别对

应着产品树上的一个分枝，用

文字和箭头标示，形象直观地

反映了产品树上的产品上下游

关系 。

正是这张网络图，在招商

引资工作中发挥了“奇效”，引

来了产业链下游的一个个项

目。随着严厉环保政策和行业

准入门槛的提高，单打独斗的

企业根本不可能生存下去，园

区这种公辅设施共享、产业配

套衔接的循环模式，受到许多

客商的青睐，纷纷慕名前来投

资考察，成为招商引资的一块

法宝。

创新助推转型升级

磁县积极扶持开发区企业

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增强核心

竞争力，走质量强区、品牌兴

区，科技立区之路。推进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目前，开发区

拥有国家级实验室2个，省级

研发机构6个，高新技术企业8

家，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105项。

加强品牌培育。加大名

企、名品培育扶持力度，引导企

业增强知识产权和品牌意识，

实现由经营产品向经营品牌转

变。“河北磁县精细化工产业”

在2017年国家区域品牌价值

评价发布会上获得22.69亿元

的品牌价值；中化滏恒获得省

知名品牌；裕泰集团“焦炉气甲

烷化制天然气技术开发区及产

业化应”获中国石油和化工科

技进行一等奖等。

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发区

积极搭建平台，鼓励企业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促进校

企联姻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如

中化河北公司与沈阳化工研究

院签订了洗油深加工联合研

发中心合作协议；邯郸黑猫与

青岛科技大学联合成立“炭黑

技术及应用研究所”；中化滏

恒、中化鑫宝与邯郸轻化工学

校联合举办为期两年半的《化

学工艺》培训班，为企业培养

高素质的专业化工人才，实现

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为园区

的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和

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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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德峰 郭
海民）“构树的枝叶嫩尖儿能炒

茶，嫩枝叶可以当蔬菜食用，

成熟枝条和树叶能粉碎做饲

料，根和种子还入药，浑身上

下都是宝！”日前，在魏县北皋

镇万亩构树扶贫产业园，林盛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正在向前来参观的镇村干部和

群众介绍发展杂交构树的市场

前景。

近年，魏县通过林盛公司

引进发展构树扶贫项目，在北

皋镇南刘岗村率先种植杂交构

树2200亩，目前已在全县发展

1.013万亩，带动30多个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678户、3390人

实现增收脱贫。

林盛公司董事长杜宇敏对

构树扶贫项目充满信心。她

说，公司流转土地上万亩，建成

高标准育苗大棚10座，每年可

提供种苗600万株，构树全产

业链产品正在实现规模化生

产。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让贫困户多形

式加入构树的种植、加工、销

售链条。通过流转租用农户

土地，租金每亩每年 900 元；

对贫困户和有意愿群众进行

培 训 ，在 企 业 工 作 月 收 入

2000 元以上；对县财政整合

涉农支持资金，按照精准扶贫

有关扶持政策，由村集体统一

将贫困户量资入股到构树种

植公司，公司、村、贫困户签订

三方协议，贫困户每年享受分

红，村集体也按协议增加一定

比例收入。

为支持构树产业健康发

展，魏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为

北皋镇东张岗、杨柴曲、北街及

东街四个村购买了青贮饲料收

割机，租赁给林盛公司用于构

树收割，公司为每个村每年分

红11.2万元，租金收益30%用

于壮大集体经济，70%用于建

档立卡贫困户公益性岗位支

出，实现了集体经济壮大和贫

困户增收双赢。

据介绍，“构树扶贫工程”

是国务院确定的10大精准扶

贫工程之一。魏县引进的构

树一号品种是中科院历经10

余年，连续多次通过太空搭载

航天育种、杂交选育等手段培

育而成，一次性种植可连年采

伐，收益可达20年左右，被誉为

现代生态循环农林产业的“软

黄金”。

方地 关注

本报讯（通讯员谈琳 刘
龙）日前，中国食协糖果专业委

员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9年中国糖果论坛在邱县

拉开帷幕。论坛上，各位专家

分别就糖果食品行业发展现

状、发展技术、发展前景作了深

刻剖析。在活动现场，邱县政

府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县招商办

与中科大健康、广东新盟休闲

食品等8个食品企业签订食品

项目投资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宋会娱 郭恒民）近年来，丛台区把“互

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建立16个便民服务中心，

185个便民服务站，全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真

正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马上办、一次办、网上办”。

丛台区每个乡镇（街道）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

设立了便民服务站。各乡镇（街道）整合资源依托现有的服

务中心、大厅，一室多用，统一名称，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便

利的政务服务；明确了政务服务工作的主管领导和具体负

责人，并选择熟悉业务的精兵强将到窗口工作，让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将计生、民政、农保等提供政务服务的窗口，

统一进驻便民服务中心，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配备高

拍仪、身份证读卡器等先进设备，方便办事群众上传各种电

子文档图片，为顺利开展电子政务工作提供设备保障；全部

开通政务外网，从政务外网进入河北政务服务网平台，办理

电子政务，确保每一个政务服务事项在网上留有痕迹，实现

“一网通办”。

本报讯（通讯员李光清）曲
周县前衙村是葡萄种植专业

村，今年由于产业兴旺，成新

农村建设示范村。

该村组织群众引进巨峰、

腾仁、玫瑰香、8611等名优品

种，采用“传统经验+现代科

技”模式，聘请专业机构做市

场分析，根据市场需求统一制

定种植计划，确定葡萄价格。

加大农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积极推广应用葡萄种植技术

和成果，建起葡萄冷暖大棚、

葡萄产业观光园和葡萄文化

长廊，兴建葡萄市场，统一销

售。聘请县农技人员和“科技

小院”的师生进行技术指导，

开展无公害葡萄种植，亩产达

6000 斤，亩收入 9600 多元。

目前，前衙村葡萄种植规模达

2000亩，带动周边村种植葡萄

近万亩，成为曲周县最大的葡

萄生产基地和销售集散地，带

动了观光旅游业发展，促进了

乡村振兴。

9月2日，“《我和我的祖国》2019文化动车——丝路

情全国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化馆（群艺馆）优秀文艺作

品巡演、巡展交流活动在邯郸市工人剧院举行。本次活

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为各地市民奉献具有民族

特色、地域特色文艺节目和艺术作品。 李啸 摄

本报讯（记者方尚俊）9月6日，在魏县东代固镇前闫庄

村村民文化广场，锣鼓铿锵，戏曲悠扬，中国·魏县第四届金

秋鸭梨采摘节暨庆祝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帷。

本届金秋鸭梨采摘节时间为9月6日至9月23日，在该

县东代固镇前闫庄村、后闫庄村和魏城镇东南温村、南温店

村设鸭梨采摘旅游区2个，在民有湖、玉泉河、天河慢行系

统、勤廉文化公园、与时俱进文化广场设魅力水城景区5个，

在魏祠公园、神龟驮城文化公园、墨池·礼贤台、贺祥社区设

人文魏都景区4个。其间，邯郸汽车东站开通至河北魏县金

秋鸭梨采摘节旅游专线，魏县县城开通至各采摘区、生态休

闲景区的公交观光线路。为展现丰收的喜庆，魏县将开展

“梨王争霸赛”和“梨王现场拍卖”活动、梨树认养活动，举办

农特产品展、丰收创意展、农业成果展、电商成果展，组织十

大优秀电商企业、优秀农业带头人等评选，还将举办线上线

下丰收购物节等活动礼赞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胡晓闯）近日，永年区公安局经过近6个

月的缜密侦查，破获一起网络开设赌场赌博案。截至目前，

已抓获涉及多地违法犯罪嫌疑人26人。

随着网络的普及，一些不法分子动起了利用网络社交平

台开赌场，进行非法牟利的歪脑筋。犯罪嫌疑人通过手机

App开设赌场，吸引300余名玩家进行网络赌博，从中非法

获利。该案作案手段隐蔽，涉案赌资金额高达140余万元。

警方提醒，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无论是在网上开设赌

场，还是参与网络赌博，均属违法行为。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的，按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远离赌博，才能免

受身陷囹圄，发现类似赌博APP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本报讯（通讯员慕丽云）近年来，鸡泽县交通运输局将

“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强力推进，采取多种措

施，把每条农村公路建成百姓的幸福路、放心路、致富路。

该县多方筹措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扎实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建改建工程，初

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覆盖村组、连接城乡的

农村公路交通网络；以县为主体，乡镇、村委会层层压实责

任，实现县乡村三级管养机构全覆盖，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目前，该县7个乡镇、169个行政村全部开通了客运

班线，共有农村客运公交车59辆，招呼站牌120个，农村公

交班线12条。

魏县万亩构树变身“摇钱树”

成安葡萄熟 产销两兴旺
眼下，又到葡萄丰收的

季节。走进成安县柏寺营乡

岳固村，成方连片的葡萄园

里果香四溢。一排排整齐翠

绿的葡萄藤上一串串晶红剔

透的葡萄，犹如一串串硕大

的珍珠挂满枝头。

果园里到处都是村民

们采摘葡萄忙碌的身影，田

间小路上运输葡萄的三轮

车来回穿梭，村里葡萄收

购市场上，来自北京、山

东、河南等地的客商正在

抢购葡萄，整个村庄充满

繁忙景象，到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近年来，成安县在实施

产业扶贫过程中，积极推广

实施“合作社+农户”“设施

农业+旅游”等模式，引导农

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成

安县柏寺营乡岳固村依据

“一村一品一特色”的发展

理念，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

植，开辟出一条脱贫创收新

路径。

“我家种了5亩葡萄，平

均亩产六七千斤，批发价每

斤1.5元，光种葡萄一年就挣

了5万多元，现在家里收入

高多了！”村民宋艳琴说起

自家的葡萄种植高兴得合不

拢嘴。在成安县岳固村，像

宋艳琴这样，不用外出打工，

通过在家种植葡萄就能脱贫

致富的农民不在少数。

为进一步优化葡萄产业

发展，成安县结合当地养殖

业，积极探索农业循环经济，

大力发展有机葡萄种植，坚

持以优品质、创品牌、精管

理、高效益为目标，进一步做

大做强有机葡萄产业链，把

有机葡萄产业打造成当地农

民致富的“金色产业”。

“由于葡萄无公害，甜度

高，口感好，所以特别受消费

者欢迎，自然卖得也快。”村

民秦文武一边拿着自家的葡

萄向我们展示，一边如数家

珍一般介绍着自己的葡萄。

目前岳固村葡萄种植面积达

4000 多亩，由于葡萄品质

好，并且村里还搭建了专业

的葡萄交易市场，外地批发

商纷纷前来收购，从不发愁

销路，所以村里几乎家家户

户都种上了葡萄，实现了增

收致富。

为做好葡萄销售，成安

县还积极对接北京、山东等

地经销商和大型商超，并与

中共农垦、河北鹤松农业、邯

郸美食林等集团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和供货协议，使成

安葡萄远销北京、天津、山

东、河南等地，走进当地大型

商超。

据悉，为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助力乡村振兴。近年

来，成安县积极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自身

优势，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加

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培育新

动能、打造新业态、扶持新主

体、拓展新渠道，同时，该县

还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

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政

策扶植、资金投入等形式，积

极推进本地区农产品品牌打

造，以品质铸品牌，以品牌助

销售促增收。

目前，该县已拥有农产

品品牌20多个。其中，“兆

辉”“琅玉”等品牌被评为河

北省著名商标和名优产品，

漳西黄瓜、西红柿，三信葡萄

等9个产品获得有机产品认

证和绿色食品认证，成安草

莓、成安棉花2个产品被评

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形成

了成安葡萄、成安草莓、绿色

蔬菜、黄秋葵、食用菌、乳鸽

等特色优势发展产业。

磁县以经济开发区为平台，依托资源优势，优化
产业布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延伸产业链条，
探索出一条由煤化工循环产业向新材料、新能源产
业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磁县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磁县循环经济成工业强县新引擎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678户、3390人实现增收脱贫

丛台区建起16个便民服务中心

曲周前衙村产业兴旺
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永年区警方破获网络赌博案

邱县举行全国糖果论坛

魏县举办金秋鸭梨采摘节

□通讯员 杨潺潺 武成军

成安县柏寺营乡岳固村村民正在采摘葡萄。

曲周打牢区域次中心城市建设根基

本报讯（通讯员李光清 谷怀平）今年以来，曲周经济社

会发展态势良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硕果累累，打牢区域

次中心城市建设根基。该县打通面向京津、江浙的重要招

商渠道，签约10亿元以上项目1个，10亿元以下项目3个，

涉及精密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等多个领域。

同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扎实推进，“一园四区”初

具规模（“一园”：现代农业科技服务园；“四区”：生物健康

区、高效种养区、农产品深加工区、现代物流交易区），园区

入驻企业92家，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省

级8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上市公司4家，核心区年产值

达到68.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3万元，辐射带动185万

人就业，园区承载能力和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鸡泽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