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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

倪丽敏 杨彦杰）3月21日，在

清河县连庄镇西野庄金银花种

植基地“扶贫车间”，47岁的贫

困户齐金全正忙着给金银花浇

水、施肥。该“扶贫车间”复工

复产以来，当地政府指导扶贫

车间负责人为贫困户办理了出

入证，发放口罩、测量体温，确

保安全上岗。

受疫情影响，经济一度停

摆，对于手头无积蓄的贫困户

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连庄镇

及时给齐金全送来了米面油等

生活物资，保障在疫情期间的

基本生活需要。随着疫情逐渐

缓解，清河县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连庄镇政府将金银花“扶

贫车间”作为首批拟复工的企

业，指导种植基地制定复工复

产方案、免费发放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并开展消毒消杀

培训。2月18日，金银花种植

基地“扶贫车间”达到复工复产

标准，顺利通过验收。

齐金全从事金银花栽种、

剪枝、浇水、施肥等工作，日工

资40元，自复工以来，他已有

1000多元的收入。“活儿不累，

离家也近，每天赚几十元，足

够我家花的了。”齐金全很知

足。在采摘、晾晒金银花的农

忙时节，他每天能收入百元左

右。齐金全家有4口人，因残

致贫，2015年被识别为低保建

档立卡贫困户，当地政府给他

办理了低保证、残疾证，每年

享受低保、入股分红、残疾人

生活补贴等各项资金补贴

4887元。

“‘输血’式扶贫只能帮其

一时，要想实现长久脱贫，就要

让贫困户恢复自身‘造血’功

能。”连庄镇党委书记栾高峰

说。2018年，连庄镇成立金银

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荣兴果木

种植合作社、犇财家庭农场、鹏

涛食用菌种植合作社、春生绒

毛有限公司5个“扶贫车间”，

吸收了像齐金全一样的贫困户

140多人，让他们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

疫情防控期间，贫困户作

为弱势群体，经济基础薄弱，生

产生活受影响更大。连庄镇政

府始终将贫困群众的温饱冷暖

挂在心上，克服困难畅通就业

渠道，通过创收不断增强抗风

险能力，助力贫困群众自食其

力渡过难关。截至目前，全镇

5家扶贫车间全部复工，为110

户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疫

情期间平均每月收入1000元

左右。

邢台县香菇生产基地具有较高的菌种扩繁、制
种和制棒技术水平，培养了45名香菇种植职业技
术农民，95%香菇菌种由本县提供，在山丘区乡镇
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栽培300多万棒、200余
亩，年产值1000余万元

近日，临西县供电公司员工主动上门，到该县轴承

加工企业走访，现场协助客户对线路、电气设备进行安

全隐患排查，确保复工企业用上安全电。 代莹莹 摄

本报讯（记者刘俐验 通讯

员梁智晓 王林林）近日，广宗

县城管局积极参与义务献血活

动。该局18名机关干部职工

义务献血6200毫升。据悉，该

局张建铎自2002年以来，已经

义务献血 13 次，每次 200 毫

升，捐献血浆2600毫升。李立

宪自2006年以来，已经义务献

血8次，每次400毫升，捐献血

浆3200毫升。疫情无情，人间

有爱。大家纷纷表示，愿为抗

“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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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

南和县东三召

乡西三召村的

蔬菜大棚里，

菜农们正在忙

着整理西葫芦

藤。该乡采用

“党支部+合作

社”模式积极

发 展 蔬 菜 大

棚，通过产业

扶贫带动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

郭晓晴 摄

近日，广宗县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童车组装车

间工人正往来忙碌。该企业自复工以来，车间实现满负

荷生产，目前正在全力赶制出口俄罗斯的童车订单。

梁智晓 高晓辉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文丽）“从服装厂转产‘天使战袍’，仅用

3天时间，就完成审批手续。”近日，位于任县陈杜科村的河北

金斯特服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该公司目前正在加紧进行

车间改造、设备更新、岗前培训、原辅料材料准备等工作。

河北金斯特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外贸女装的企

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公司积极响应，打算利用已有

生产线和生产材料转产医用防护用品。然而，如何快速办理

各种证照成了难题。包联该企业的县领导李国立在“大走访

大调研大服务”活动中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县行政审

批局，从办理营业执照到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为企业提供

全程服务，企业得以顺利开工。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该县

大力推行“4567”工作法，一对一精准服务企业从注册到注

销、从立项到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并制定了22条服务举

措，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着力构建“金牌店小二式”审批服务

体系，进一步深化“妈妈式”服务，全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难

点、痛点、堵点问题。自企业复工复产以来，该县共办理企业

设立152户、变更24户、注销17户。

本报讯（通讯员翟丽）近日，内丘县制定出台《关于加强

邢白瓷、中医特色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出一

系列人才培育扶持政策，包括县财政每年拨付100万元用于

特色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相关人才活动开展。

根据意见，内丘籍在读邢白瓷、中医等相关专业学生，

就读期间享受每年5000元在校生活补助；回乡工作邢白瓷、

中医等相关专业内丘籍毕业生和来内丘工作中级以上职称

的相关专业人才享受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助，期限为1至2

年等。据了解，该县自去年实施特色文化人才资助项目以

来，已经连续两年为在校大学生、硕博研究生发放生活补助

累计70万元。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

王聚芬）一支支菌棒整齐排列，

一朵朵浅褐色的香菇升柄展伞

……阳春三月，位于邢台县西

部山区的邢台县将军墓镇折户

村，依山就势整齐排列的香菇

种植大棚里，香菇长势良好，村

民李爱平和爱人正熟练地干着

手中的活儿。

“一年到头天天有得忙，比

在外打工收入多多了，还能照

顾家里人，自己干不过来了还

能给村里人安排就业。”李爱平

麻利地将刚采收好的十几筐香

菇搬上三马车，运往距离不远

的冷库。他边干边介绍，前几

年在外地煤矿打工，虽说收入

不少，但家里的事几乎帮不上

忙。看着家乡的林果产业发展

风生水起，自己便辞去矿上的

工作，回村发展林果业。近几

年又在镇村的带动下搞起了香

菇种植，现在家里有2个香菇大

棚，山下种了十几亩苹果树，山

上还有1000多株板栗树，年收

入超过20万元，家里住上了楼

房，生活比市区一点不差。

将军墓镇像李爱平家这样

的香菇大棚总共有57个，种植

了100多万支香菇菌棒，出菇

高峰期日采收香菇达1.5万斤

以上，种植户有本村果农，也有

从外地返村人员，带动本村及

周边群众1000多人在家门口

挣工资。

“我们这里地势高，昼夜温

差大，再加上管理技术成熟，生

产的香菇品质好，销路不成问

题。鲜香菇销往邢台、邯郸、石

家庄以及山西省一些地区，村

里有专门车辆每天往批发市场

送，外地收购商也通过预约争

着来上门拉货。”折户村香圃食

用菌合作社理事长尹常敏介

绍，“看到收益可观，越来越多

农户计划扩大种植规模或者开

始发展香菇种植。”

经过多年发展，邢台县成

为邢台市唯一具备香菇制种，

菌种提纯、复壮、生产优质菌棒

的香菇生产基地，具有较高的

菌种扩繁、制种和制棒技术水

平，种植户自发成立邢昌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香圃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多家食用

菌种植合作社，统一为种植户

提供菌棒原材料购买、产品销

售、技术指导等服务，不仅方便

了菇农，而且为当地菇农增加

收入提供了保障。

截至目前，邢台县培养了

45名香菇种植职业技术农民，

95%香菇菌种由本县提供，全

县在浆水、将军墓、路罗等山丘

区乡镇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

菌栽培300多万棒、200余亩，

年产量近2000吨，年产值1000

余万元。其中，位于城计头乡

的绿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由曾

经一家石粉加工企业转型而

来，形成“香菇为主、多菌发展”

格局，发展香菇、灵芝、木耳、栗

蘑等食用菌种植，年收益近百

万元，实现四季有鲜菇。

为进一步规范香菇种植产

业发展，该县规划在北小庄、将

军墓等乡镇新发展香菇大棚

100余个，同时按照市场化、正

规化、规模化模式促进香菇产

业健康稳定发展。邢台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武玉臣介绍，该县

将在现有香菇种植基地和制种

优势的基础上，建设适宜规模的

菌种扩繁基地和菌棒生产车间，

实现统一制种、统一制棒、统一

标准、统一流程、统一管理、统一

销售，解决自制食用菌棒投资

大、流程烦琐、生产成本高、质量

不稳定等问题，保证菌种的纯度

和菌棒的优良率，节约生产成

本，提高食用菌质量、产量，保障

农户生产效益。同时吸收周边

剩余农村劳动力加入食用菌标

准化体系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共同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吕会杰）连
日来，邢台市人社局全力做好

防疫医务人员保障工作。自疫

情发生以来，该局主动联合市

卫健委等部门，及时指导各县

（市、区）审核发放防疫医务人

员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卫生防疫

津贴，并按规定及时核增防疫

医疗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截至

目前，已对市直及驻市医疗卫

生单位符合标准的272人发放

临时性工作补助117万余元，

447人执行了卫生防疫津贴，

临时性工作补助及卫生防疫津

贴均已发放到位。

本报讯（记者刘俐验 通

讯员何连斌）临西县共有轴承

生产销售及配套企业486家，

58家企业拥有自主出口权，产

品销往东南亚、非洲、欧美等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该

县复工复产轴承企业已达到

462家，复工率达95%。其中，

入统规上轴承企业复工率达

到100%，工人返岗3265人，

重点企业的生产能力恢复到

疫情前的90%以上。

河北诚为轴承制造有限

公司年可生产3500多万件轴

承锻件、精车件、热后件等轴

承套圈产品，95%以上的产品

出口美国、日本、德国、瑞典等

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底

接到的几批“出口订单”，原计

划春节过后就着手生产，但突

然而来疫情打乱了整个节奏。

客户一直在催货，却面临

复工难、招工难……为此，临

西县第一时间出台了《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20条标准》，从复

工准备、人员健康排查、返岗

人员检查、疫情防控管理等方

面，明确了具体操作流程，随

报备随验收随开工，一企一策

提供“妈妈式”服务，遇到难题

当即协调解决。

河北诚为轴承制造有限

公司自2月12日复工以来，员

工上岗率达到95%以上，智能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技工们

有序操作着各条数控连线机

床，每天向外输出近万件轴承

产品，实现零库存。

在该县找轴网的办公区，

工作人员们不停地敲打键盘、

答复咨询，在线推介当地轴承

企业、各类轴承产品的详细参

数及价格等。“坐在办公室就

能达成交易，最大限度降低了

疫情影响。”年初，河北三桥轴

承制造有限公司通过“找轴

网”与瓦房店轴承集团公司达

成了千万元的订单，眼下正在

加班加点赶进度，每月能走

200多万元的货。

找轴网电商平台是全国

唯一的轴承产业智慧供应链

服务平台，为轴承生产企业提

供从原材料集约采购、生产管

理、产品销售、物流仓储、智慧

物联、供应链金融等全方位供

应链服务。截至目前，已有

2300余家轴承生产企业入驻，

线上交易额突破4亿元。

“疫情期间，我们为10余

家轴承企业融资达2000余万

元，找轴物流联合央企‘中储

智运’为轴承企业降低物流成

本近1%；为100余家轴承企

业提供了线上服务；近期有30

多家轴承企业达成线上交易，

同时，作为会员企业还可享受

物流运费补贴。”找轴网董事

长王洪喜说。

据临西县委书记王海军

介绍，针对复工复产中存在的

防疫、用工、物流、资金等方面

问题，县里持续召开银企座谈

会协调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继续实行“企业复工好，政府奖

口罩”政策，每周对企业复工指

数排名，对排名前十的企业给

予一定数量的防疫物质奖励

等，确保一系列保障性措施落

实到位。同时，加快实施新一

轮2.7亿元的轴承技改项目，接

续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

推动临西轴承产业向信息化、

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霍笑楠 李
晓阳）受疫情影响，邢台金隅冀

东水泥有限公司700多名员工

的医疗保险费成为企业不小的

负担。对此，临城县医保局按

照有关政策，对企业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

半征收。该局负责人介绍，为

了减轻企业负担，对企业职工

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施减

半征收，减征期限5个月，本次

减征涉及110家企业，减免职

工医保费约28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赵晓芳）南和县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精准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动经济全面步入

正常发展轨道。截至目前，全县40家规上企业复工率达

100%。据了解，1-2月份，南和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19亿元，位居邢台市第一。

复工复产启动后，南和县科工局第一时间制定《企业复

工复产流程图》，规范了复工复产相关程序，并加大指导服务

企业力度和服务频次，对企业进行规范指导，确保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在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省、

市各项惠企政策的同时，还帮助企业解决减轻负担、援企稳

岗、融资需求等多方面问题，全方位支持相关企业健康发展。

疫情防控期间，沙河市人社局保障职工退休手续办

理，相关科室人员深入职工家中，送上退休证及慰问品，

确保退休职工工资待遇按时发放。 李涛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永周 韩
丛珊）近年来，临城县持之以恒

发展以薄皮核桃、苹果、板栗等

为代表的绿色生态富民产业。

目前，全县共发展经济林30多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3.2%。

据了解，2020年，该县将植树

造林 9.5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2.5万亩，封山育林3万亩，飞播

造林4万亩。截至目前，该县已

完成造林5000余亩。 任县深化“妈妈式”服务

内丘实施特色文化人才资助项目

临城森林覆盖率达43.2%

全县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200余亩，年产值1000余万元

邢台市保障防疫医务人员
工资福利待遇落实

邢台县香菇种植“香”满致富路

南和规上企业100%复工复产

临西轴承企业线上“联姻”线下忙

清河连庄镇帮扶贫困群众渡难关

临城为百余家企业
减免医保费280万元

广宗城管干部义务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