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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看老乡VLOG】

本报讯（记者信贺宁）省发展改革

委日前印发《河北省钢铁行业数字化

转型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2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实施现

代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工程、数字化

转型升级改造工程和数字化生态体系

建设工程，培育14家重点企业、11项

重点项目，加快推动钢铁行业以生产

过程自动化、经营管理信息化、决策控

制智能化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

当前，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

钢铁行业面临“大规模、标准化”固有

本质向“小批量、多品种”新需求转变，

数字化转型正成为重要的途径依赖。

同时，“新基建”启动实施，信息智能设

施加快建设，5G、AI、云计算等信息智

能技术对传统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行动计划明确，从产品、企业、行

业三个维度，融合自动化、信息化、智

能化技术，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构建

多元归集、系统整合、深度开发的产业

数字化链条；加快数字化技术推广应

用，并行推进智能化改造、网络化协

同、数字化转型；强化数字化支撑体

系，完善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生态体系。

依托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及第三

方机构，建立完善钢铁行业数据资源

标准规范，完善基础共性标准，创建

关键技术标准，探索完善个性化制

造、远程运维、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

智能服务标准。建立数据汇集体系

与数据管理分析平台，推进全省钢铁

行业工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实施钢

铁行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将AI技

术、机器视觉、知识图谱等技术与钢

铁制造深度融合，推动大数据以及AI

技术在产业链各环节、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应用。开展数据收集、加工、开

发等集成性应用试点示范，创造一批

数字化资源体系应用的典型案例。

依托河钢唐钢、河钢邯钢、河钢承

钢、新兴铸管四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河钢技术研究总院，建立基于数字化集成的研发体系

或平台，推行智能排单生产，为产品质量控制和追溯创造条

件。大力推进“机器人+”“5G+”“AI+”行动，实施生产体系

数字化改造，形成多维度、多环境数据源实时同步的数字孪

生体。进一步提升完善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推广数字

化订制服务，推进企业级、行业级、区域性钢铁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推动钢铁工业园区管理以及服务能力智慧化，

打造区域钢铁智慧园区建设。 （下转第三版）

6月的斯梅代雷沃，沿街店

铺，中塞两国国旗飘扬。

在欧洲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的情况下，在塞尔维亚人民心

中，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

格外令人赞赏和尊敬：向塞尔维

亚捐赠抗疫物资，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稳定运行、竞争力持续提

升，员工工资全额按时发放……

在重大的历史考验中，奋力书写

疫情防控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精彩答卷。

患难见真情，书写
中塞友谊新篇章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虽远

隔千山万里，我们与境外员工及家

属始终休戚与共，在疫情防控的历

史考验中风雨同舟，携手作战

4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与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通电话时

指出，中塞关系是最深厚的国与

国关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考验，两国再次以实际行动体现

了亲如手足的兄弟之情和肝胆

相照的朋友之义。

时间向前回溯。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武契奇总

统眼含热泪说：“中国是目前唯

一能帮助塞尔维亚的国家。”

面临遏制疫情蔓延巨大挑

战的塞尔维亚，深深牵动着中国

人民的心，河钢塞钢员工和家属

的生命健康更成为河钢人最大

的牵挂。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于勇写给境外企业员工及家属

的一封信，让塞方员工格外暖

心：境外企业是河钢重要组成部

分，海外员工是河钢珍视的人力

资源。在疫情面前，河钢始终是

境外企业和员工的坚强后盾。

在全球抗疫最紧张的时刻，

“坚强后盾”，字重千钧！

这饱含了一脉相承的河钢

担当，也传递了一往无前的河钢

力量——

河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

署加强境外企业疫情防控系统

方案和有效措施；邀请传染病医

院和疾控中心专家，以视频连线

方式举办防控知识讲座。

这浸润了风雨同舟的河钢

情怀——

在河钢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

持下，河钢塞钢向塞尔维亚捐赠

10万只N95口罩、50万副一次性

医用检查手套、1万套防护服、3

万个医用隔离面罩、20套红外测

温设备和25000人份检测试剂。

……

家国大爱、民族大义，河钢

人用行动演绎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河钢解读”，也让塞方员工

对“钢铁般友谊”有了更加深刻

认识。

河钢塞钢塞方员工伊万的

爱人德拉娜，是当地医院护士。

该家医院很多物资都印着中国

国旗和河钢标识，她自豪地对同

事讲：“这是我爱人所在企业捐

助的。感谢河钢，感谢中国！”

这份谢意，澎湃又悠长。只

有穿越了大风大浪，经历了生死考

验，才能读懂其中的真情与大爱。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

塞钢作为一个载体，架起了中塞

两国友谊的桥梁，成为民心相通

的纽带，也因为一个交汇点，将

传承的历史情感和友谊推向了

新的高度，经年越岁、历久弥坚。

加快技术输出，激
发企业发展新活力

河钢对河钢塞钢定位不是

救活这个企业，而是要赋予它很

好的未来和更高的高度，使其成

为欧洲极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彰显中国钢铁工业的高度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在这

座仅有10万余人的小镇上，平均

每5人中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

间接与钢厂有关。

这座城市星星点点的万家灯

火，早已与河钢塞钢紧紧相连。

岁月静好背后，并非一路坦途。

2020年，疫情蔓延全球、世

界经济下行……在这样的背景

下，河钢塞钢的生产经营水平保

持了稳中有升。（下转第二版）

多瑙河畔书写精彩答卷
□记者 赵晓慧 通讯员 刘双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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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渊 刘师豪）
“在我们企业搬迁最需要资金的

时候，‘雄安·征迁贷’雪中送炭，

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刚刚得

到保定银行雄县支行授信2700

万元的国昌线缆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友民欣慰地说。

为帮助雄安新区当地搬迁

企业解决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

近日，保定银行、农行河北雄安

分行分别推出创新金融服务产

品——“雄安·征迁贷”和“征迁

服务贷”。而这仅仅是雄安银行

业为企业破解资金难题的一个

缩影。

时下的雄安，已进入大规模

建设阶段，企业搬迁转移成为政

府面临的一项重点课题。企业

搬迁需要对企业占地及其地上

附着物等进行测绘评估，待评估

结果达成一致、签订补偿合同

后，支付补偿资金。

针对新区内搬迁企业因业

务发展导致流动资金紧张，或在

异地建设新址投入大量资金而

造成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情况，

保定银行适时推出“雄安·征迁

贷”。申请贷款企业需要符合雄

安新区《关于支持新区三县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政策要求，并已列入征迁

规划范围，能够恪守信用，正常

生产经营。

保定银行雄安分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雄安·征迁贷”以企

业征迁补偿款作质押，解决了征

迁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的问

题，让征迁企业提前用上征迁补

偿款，有效助力征迁企业平稳过

渡，为征迁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目前，保定银行雄县支行已

为首批四家企业发放贷款8700

万元，该项服务将贷款年息降低

0.9个百分点，同时享受政府贴

息300余万元，共为四家企业节

省378.3万元。

与“雄安·征迁贷”类似，农

行雄安分行推出了“征迁服务

贷”，拟首期提供不低于20亿元

的信贷额度，专项用于容城县企

业搬迁、产业转型升级、城区改

造提升等项目。

根据评估，企业将未来补偿

资金作为抵押，容城县政府在两者

之间起到桥梁和保障作用。对企

业来说，“征迁服务贷”手续方便、

期限灵活、适用性强，实行优惠信

贷利率，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容城县重点企业保定来福

照明集团有限公司是“征迁服务

贷”首家获得3亿元信贷支持

的企业。该公司董事长杨利亚

告诉记者，企业新厂选址在献

县，建设资金需要5亿元。根据

“征迁服务贷”合同，马上就可以

办理首笔贷款用款手续。“有了

这笔钱，我们就能渡过这个难

关，实现顺利外迁和保持高质量

发展。”杨利亚说。

本报讯（记者信贺宁）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雄安

新区建设专项2020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0.5亿元，支

持雄安新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截至目前，今年已下达中

央预算内投资达35亿元。

本批项目资金在安排时，结合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要求，优先支持有助于改善雄安新区环境卫生

的大件垃圾拆解中心等环卫设施配套项目；根据新区建

设进展，支持位于启动区内的北京市援建“三校一院”项

目的配套道路和给排水工程，以及保障启动区大规模建

设的交通运输通道项目；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

支持配套燃气工程项目建设；为加快雄安高铁站周边配

套设施建设，支持高铁站片区道路和配套停车场项目建

设；为推进白洋淀生态建设，支持白洋淀码头生态堤配套

道路工程。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动雄安新区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

问题，持续加大对新区建设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国家发改委下达中央预算内
投资10.5亿元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雄安金融业推出征迁贷款
为搬迁企业破解资金难题

日前，游客在内丘县前鲁亭村大棚内采摘葡萄。近

年来，内丘县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

业，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大棚葡萄种植，取得了良好经

济效益。 记者 任光阳 通讯员 刘继东 摄

“瞧，承有来啦！”“我们的

大学生来啦！”“这是我们的主

心骨，有文化、有头脑、懂技

术”……在青县孙官屯村的地

头儿，几位村民正迎着他们的

合伙人张承有准备开始一天的

劳作。

孙官屯村位于大运河畔，

是村镇中远近有名的落后村，

十多年来没有任何发展，村里

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留在

村里的大多都是老年人，村里

的土地很多无人耕种，造成了

土地闲置撂荒。1987年出生

的张承有，2010年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城里打拼，去年为了照

顾母亲，回到村里。作为土生

土长的孙官屯村人，家乡落后

没有发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今年有了和乡亲们一起成

立合作社的打算，便和几位志

同道合的村民一起承包了村

里一百多亩地，通过现代农业

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促

进新型生态农业在家乡的土

地上生根发芽，建设一个现代

化的生态农业园区，解决村里

的闲置土地和闲散劳动力，用

绿色生态发展带动大家一起

走上致富路，带领家乡父老乡

亲走向小康生活。

初见张承有，小伙子结实

健硕，头戴草帽，脚穿布鞋，黝

黑的脸庞和一身质朴的穿戴，

完全看不出是校园里走出来的

大学生。“小时候一放学，放下

书包就去地里帮父母干农活

儿，到现在农活也没落下。”张

承有边说边在园区的西瓜地里

掐秧，查看西瓜的长势，“今年

我们试种了6亩地的西瓜，6个

品种能保证有 4 个月的采摘

期，再有10来天这头茬西瓜就

成熟了，大概能有5万多元的

收入。”马上见效益的西瓜地是

张承有近期最关心的，除此之

外，还有4000多株的绿化苗木

全部按照国家一级绿化苗木的

标准种植和管理，即将为园区

带来收获，这也让有着同样生

态农业梦的几个合伙村民吃了

定心丸，对未来充满希望。

“营业执照下来了？可以领

了吗？好的，我这就去拿。”正在

种草籽儿的张承有接到县审批

局打来的电话，（下转第二版）

80后“新农民”生态农业梦
□记者 段永亮 吴浩

河钢塞钢向塞尔维亚捐赠抗疫物资，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稳定运行、竞争力持续提升——

园区的西瓜长势不错。吴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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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绿化苗木全部按照国家一级绿化苗木种植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