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地引入高新精尖企业（项目）落户，衡水创新港持续强化服务保障，出台了《枣强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二十条》，为企业落地提供

有力政策支撑。目前衡水创新港已入驻企业31家，其中17家企业已投入生产。图为圆通九号仓快递自动分拣系统现场。 张梅胜 摄

为全面提高师生的消防安全素质和火灾自防

自救能力，衡水消防支队在全市中、小、幼学校广

泛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组织师生进行疏散逃生

演练、现场灭火体验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

展“消防进军训”活动60余场次，受教育师生达7万

余人次。 陈健 摄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

卢增晖 李春林）今年以来，景县

围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坚持“123”发展思路，积极鼓

励和引导企业抓转型、促升级、搞

技改、重创新，帮助企业不断做大

做强。上半年，橡塑制品业实现

销售收入90亿元、增长7.2%，上

缴税金1.9亿元、增长8.5%；铁塔

钢构业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增

长7.1%，上缴税金1.35亿元、增

长8%；机械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

49.2 亿元、增长 6%，上缴税金

1.14亿元、增长5.6%。

编制一个规划，引领产业发

展。聘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编制了《景县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23）》及《景县橡塑制品

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景县铁

塔钢构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两

个子方案，明确了产业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和推进措施，为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了方向性引领。

实施双向发力，助推产业发

展。利用政策激励促产业升级，先

后出台了《支持工业经济发展及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十八条》《加快推

进科技创新十条措施》等一批优惠

政策，支持鼓励企业上装备、搞研

发，创品牌、强实力，先后为速乐、

陆海等公司落实奖补资金5000

多万元。用机制倒逼产业发展，在

全省率先推行实施了“亩均论英

雄”综合效益评价改革，对141家

规上企业进行了测评，并评选出了

ABCD四类企业，按照扶优抑劣

的原则，对各类企业在税收、用地、

用电、环保等方面实行相应的差别

化政策，用约束机制倒逼企业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

搭建三个平台，支撑产业发

展。积极搭建园区发展平台，建设

了总规划面积25.45平方公里、建

成区面积18平方公里的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入园企业达

332家；实施了园区路网管网改

造、污水处理厂、公共服务等一批

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园区的综合

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全力搭建科

技服务平台，建成了国家塔桅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货叉

检测中心、国家级橡塑产品检测

中心、国家超级电容材料研发中

心等一批国字号科技服务平台，

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有效

搭建要素保障平台，积极鼓励引

导企业吸纳和集聚人才要素资

源，60多家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10多家企

业在京津沪深等地建立了研发中

心，亿鑫、恒安泰2家企业建立了

院士工作站，西伯力、欧亚2家企

业建立了博士工作站，为产业发

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持续开展“政

府陪行长走企业”活动，营造了政

银企加强合作、携手共进的良好

对接平台，目前共发放贷款109

户次、20.5亿元；全面做好土地供

应，盘活土地资源，今年以来，相

继完成了4个占补平衡项目和第

三批残次林地自主开发项目，新

增耕地4550亩，正在推进实施4

个砖瓦窑复垦和3个占补平衡项

目，预计新增耕地1000亩，有效

确保了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今年以来,景县坚持“123”发展思路，加快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编制规划、出台优惠政策，搭建
园区发展平台、科技服务平台、要素保障平台支撑三
大传统产业发展。上半年，橡塑制品业实现销售收
入90亿元，铁塔钢构业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机械
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4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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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

张书勃）2019衡水湖国际马拉松

赛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衡水站）

将于9月22日在衡水湖马拉松广

场鸣枪开赛。衡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2019

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暨全国马拉

松锦标赛工作部署，坚持“预防为

主、科学管理、属地负责、分级监

督”的原则，认真排查食品和餐饮

安全隐患，加大对餐饮食品的监

管力度，确保2019衡水湖国际马

拉松赛顺利进行。

开展专项整治。从8月1日

至10月31日衡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餐饮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飓风”行动。

对全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进行全

面整治，以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快捷酒店及周边餐饮服务单位和

衡水湖景区及周边餐饮服务单位

为重点整治对象。出重拳整治无

证经营、超范围经营行为；严管索

证索票问题，严查食品原材料来

路不明、采购无检验或检疫证明

的肉类及肉类制品、超范围超剂

量使用添加剂等违法行为。下大

力治理后厨和就餐场所“脏、乱、

差”和网络订餐交易平台不规范

行为。

做好保障工作。马拉松赛事

开幕前对各定点餐饮服务单位进

行摸底调查和现场评估。赛事期

间，对接待单位进行驻点监管，落

实专人实施全程监督。在赛前详

细了解供餐计划安排，包括就餐

人数、就餐地点、拟供食谱等；驻

地监督员审核供餐食谱，对高风

险、易污染的食品进行必要的检

测，确保食品安全；检查所使用的

食品原料、半成品及成品是否符

合相应的食品安全要求，是否索

取了相关的合格证件；检查用于

储存食品及原料的冷藏设备和餐

饮具洗刷消毒设备运行是否正

常；餐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

的容器能否保证用前洗净、消毒，

保持清洁；对所用餐饮用水和食

品及食品原料进行快速抽检，对

存在问题食品及隐患及时处置。

开展快速检测。对食品及食

品原料进行快速抽检，对存在问

题食品及隐患应及时处置。把日

常监督检查与明厨亮灶、清洁厨

房、量化分级等工作结合起来，以

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为抓手，

整顿提高餐饮接待单位管理水

平，认真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对食

品及原材料采购索证、储藏保管

的卫生条件、加工操作卫生状况

等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和现场监

测，发现问题当场纠正。

严格落实责任制。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实行层层责任制，主要

领导负总责，主管领导亲自抓，责

任到人。制定赛事期间的驻点监

管方案，明确驻点监管人员，把各

项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环节。防止

出现监管空白。严格责任追究，

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发生了食物

中毒或被媒体曝光，造成了不良

社会影响，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

关人的责任。

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工作。按

照《衡水市重大食品事故安全应急

预案》等要求，扎实做好赛事期间

食品安全各项应急处置准备工

作。赛事期间，食品安全领导小组

及食品安全保障人员实行24小时

开机，保持联系畅通，随时上报相

关信息情况，不得瞒报、迟报或不

报。发生可疑食品污染、食物安全

事故等突发事件时，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处理预案，组织

执法人员对可疑中毒或污染食物

及有关工具、设备和现场采取临时

控制措施，配合医护人员对中毒人

员进行救治，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现

场卫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及采取

其他处置措施。

武邑县网信办举办
扶贫助残网络展销会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通讯员张百胜）日前,武邑

县网信办组织该县电商企业开展扶贫助残网络展销

会和农村电子商务扶贫专题培训会。活动旨在帮助

该县残疾人，大力弘扬慈善精神，传播慈善理念。

此次扶贫助残网络展销会汇集了硬木雕刻企业、

麻唐布鞋、龙跃箱包、征里助残、武罗合作社、古早清

凉、乡土乡情等众多企业的上百种名优农特产品。由

河北麻唐优鲜商贸有限公司的10支网络直播销售小

组在现场通过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销售。同

时，农村电子商务扶贫专题培训会特邀著名讲师进行

授课，课程包含了电商视觉运营、电商运营规则、平台

流量布局、数据化运营等内容，近百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近日，

以“生长的维度”为主题的“华日

初上——2019青年雕塑创作营”

揭幕式暨学术研讨会在饶阳县华

日青铜文化产业园举行。

该活动由衡水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饶阳

县委、县政府承办，采用国际惯用

的雕塑创作营形式，邀请国内外

青年雕塑艺术家，通过现场打制

和工厂加工相结合的方式，生产

创作具有衡水文化特色的雕塑作

品（30件入选雕塑作品以外的），

并将雕塑生产创作过程，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式地呈现给观众，让

观众零距离接触艺术与艺术家，

使艺术作品更具公共性，同时兼

具学术交流和艺术互动，进一步

浓厚雕塑艺术节的活动氛围。

饶阳举办
青年雕塑创作营

阜城县供电公司三强化
加强“学习强国”学习

衡水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市，

在全国率先实行“一照通”，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县

两级行政审批局全覆盖，开创了“一个窗口管受

理、一枚印章管审批、一纸清单管流程、一张网络

管效率”的新时代。图为衡水市市民中心大厅内

办公场景。 张梅胜 摄

饶阳：“绣花功”精雕宜居城
本报讯（通讯员李彦芬 户

小钊）“街道越来越干净，管理

越来越有序，出行越来越方便，

真是今非昔比啊！”说起人居环

境的变化，家住饶阳县城的王

先生忍不住称赞。近年来，饶

阳县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用

足“绣花”功夫，打造“净、整、

畅、美”宜居县城，使县城管理

有序、环境优美，群众生活舒

适、安居乐业。

开展环境整治，打造洁净底

色。该县多次开展“全民洗城”

“大扫除”“洗把脸”等大型清洁

活动，实现城区环卫保洁全覆

盖、无缝隙、无死角。引入市场

机制，公开招投标将环卫保洁

外包，按照“以克论净、深度清

洁”的要求，建立了统一清扫、

统一收集、统一运输、集中处理

的“三统一、一集中”环卫管理

运作模式，变“政府管”为“市场

管”，大大提高了清扫效率。在

原有数字化城管平台的基础上，

增加了语音外放、渣土车监管和

环境监测系统，建成城区生态环

境管理平台，对市容市貌、露天

烧烤、施工扬尘、渣土运输等进

行全方位监测，并对洒水喷雾抑

尘、卫生清扫、垃圾运输等进行

全过程记录，极大提高了城市

管理精细化、网格化、数字化和

科学化水平。

规范管理秩序，保持整洁有

序。针对流动摊点、马路市场等

城市管理顽疾，该县建设高标准

便民市场2个，固定售卖亭60余

个，统一管理，规范经营，实现便

民利民与市容秩序维护有机结

合。深入开展广告牌匾专项整

治，累计清理违规牌匾、灯箱等

1400余个，拆除私搭乱挂条幅、

杂物等1300余处，清理违规张

贴物、小广告等1.2万处，喷涂覆

盖立面标语1100余处，实现了

县城街区形象的整体提升。同

时，扎实开展“双违”深化攻坚行

动，对县城外环线、高速口等重

要节点的临时建设、私搭乱建等

进行集中清理和拆除，并加大巡

查力度，建立长效保持机制，巩

固和提升整治成效。

改善交通出行，实现畅通无

阻。该县完成了北外环、南外环

延伸，实现了大外环的闭合畅

通，启动了人和路西延、开明街

南延等道路建设，打通城市道路

微循环。结合道路更新改造，对

城区主要道路、人行便道规划设

置了 3000 余处机动车停车泊

位、400余个非机动车位，极大提

高停车泊位供应量，并在主要路

口设置护栏23处，增设停车标

识，引导车辆规范行驶、有序停

放。同时，借助承办市第三届旅

发大会、省级文明城市创建等机

遇，大力宣传倡导“绿色出行、健

康出行”环保理念，实施了城乡

新能源公交一体化项目，在城区

投入新能源电动车12辆，开通主

干公交路线 3条，公交站点 50

处，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本报讯（通讯员卢志峰）在国

网阜城县供电公司，员工每天登

录“学习强国”App网上课堂，读

文章、看视频、答考题、比积分，已

成为该公司全体党员学习教育的

习惯。今年以来，该公司采取三

强化措施加强“学习强国”学习。

强化组织领导。自“学习强

国”推广运用以来，该公司党委高

度重视，构建了覆盖全体党员、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学习网络；

“学习强国”已成为该公司党员干

部群众的精神食粮。

强化党员教育，要求各党支

部强化党员教育，积极引导党员

深入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提高思想认识和提升政治站位；

将线上阅读和线下支部学习结合

起来，全面激活党员学习主动性，

为实现公司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

思想基础。

强化党建引领，公司党委充

分运用“学习强国”立足党员、面

向社会的特点，鼓励广大职工学

新思想、看新闻，成为该公司党员

干部职工群众的学习新风尚。

衡水驻点监管确保“衡马”赛事食品安全

景县三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见实效
上半年，橡塑制品、铁塔钢构、机械制造三产业销售收入均增长6%以上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 通讯员郝红军 高明）随着

阜城湖公园的开放，园内标志性建筑龙砚阁成为衡水

市民族团结教育基地的又一新平台，与已建成的本斋

纪念园、红色旅游小镇纪庄连成一线，成为加强民族

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龙砚阁是阜城湖公园的标志

性建筑，阁内因供藏着镇园之宝中华第一龙砚而得

名。整座龙砚造型奇特、精美绝伦，融合了南北两地

的雕刻工艺，采用了阳雕、浮雕等多种手法。

目前，阜城县新建成的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已拥有

本斋纪念园、红色旅游小镇纪庄和龙砚阁三个平台，三

个平台连成一线，形成了集教育、旅游、文化、祭扫四个

功能于一体的新格局，成为广大群众缅怀革命先烈、培

养爱国情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共开展8

批次“建功立业报党恩，同心共筑中国梦”等主题教育

活动，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12批次，接待各界人士近万人。

阜城龙砚阁成为
市级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河北衡水中学举办晚会
庆祝第35个教师节

日前，枣强县在火车站广场举办了“放歌新时

代 礼赞新中国”群众歌咏大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一曲曲激昂的歌曲表达了全

县人民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和祝福。杨双池 摄

本报讯（记者胡竞文 通讯员张艳春）近日，河北衡

水中学举行了以“红烛映初心，桃李竞芳华”为主题的

教师节晚会，分别对在该校工作满10年、20年、30年、

在学校发展历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进行了表

彰，并为优秀教师代表颁发了雏凤纪念章、飞马纪念章

和鸣鹤纪念章。教师代表王建勇、王小铭、康彦华在节

目《传承》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表达了对教育事业的

无限热爱和青蓝携手、薪火相传、做好学生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