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 】故事

建 600 千瓦光伏扶贫电

站，种上“铁杆庄稼”；散养坝上

长尾鸡、种有机土豆；发展小微

产业……产业扶贫为康保县道

尹地北村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闯出一条新路。

道尹地北村是深度贫困

村，位于康保县城东南 9 公

里，全村 495 户、1170 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98 户

180 人。2018 年以来，在省

直机关工委驻康保县道尹地

北村工作队等单位的大力帮

扶支持下，道尹地北村喜事

连连，脱贫攻坚取得关键性

胜利。

种上“铁杆庄稼”，建成

600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年收

益36万元，稳定收益20年。

发展小微产业，鼓励旱地

有机土豆种植、坝上长尾鸡散

养、冬季室内种植。

流转土地2800亩，每年可

为村民增收67万元。

一项项扶贫产业，为农

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一条

条新路。

网格化管理、绩效式考核、

差异化分配、公益岗位的制度

化管理，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贫困户靠勤劳致富的内

生动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

设美丽的家园。

如今，村里建起标准化

医务室、党员活动室、文化活

动室、广播室，为村民免费安

装了有线电视，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全村连续两年开展文明家庭

评选活动，组建了一支舞蹈

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争做好人好

事蔚然成风。

为加强党建工作，道尹

地北村还与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全国文明村——正定

县塔元庄结成帮扶对子，先

后两批组织村“两委”干部、

党员和村民代表赴塔元庄开

展主题党日和联谊活动，进

一步强化了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

村出列、户脱贫。2019年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7046

元，教育、医疗、住房及路、水、

电等各项硬性指标得到全部落

实，道尹地北村村民正大踏步

走向小康生活。

【我们的 】全村福

道尹地北村：产业扶贫闯新路 百姓生活有奔头
□宋立芳 熊庆

我叫白凯，今年64岁，是

村里的低保贫困户。老伴儿有

病，没有劳动能力。原来的日

子特别难过，生活困难。

现在村里给我们办了社

保，还有残疾人护理和生活补

贴，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另

外，土地流转有一部分收入、

退耕还林也有补贴，干部们还

帮着我种土豆，收获后也能有

一笔不错的收入。现在，家里

还养了 1头猪、15只鸡、1只

鹅，有人帮助我们，日子越来

越好。

好政策让我家过上了好日子

现在的生活幸福感满满
我叫李红，是村里

的低保贫困户，家里有

3 口人，我因为患有高

血压、胃溃疡、脑梗，没

有办法下地干活，老伴

儿也有高血压、腿上也

有疾病。

9年前，儿子车祸去

世，儿媳改嫁，把9岁的

小孙子留给我们抚养，

现在孩子在康保四中小

学一年级读书，不用交

课本费、学杂费。村里

还给孩子找了1个结对

帮扶家庭，小学期间每

月给一定生活补贴，上

初中后，还会把他接到

北京去学习，负责孩子

的开销。

现在，我跟老伴儿

享受着国家低保兜底政

策，村里给我们办了社

保，土地流转、退耕还

林也有收入和补贴，家

里还养着羊、鸡、兔子

等家畜家禽。感谢党的

好政策，感谢社会上的

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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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邢台市任泽区围绕“建链、补链、延链、强

链”要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扶持

引导本地企业练内功、调结构、提品质、促升级，让企业

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引进建立一批研究机构、研发中

心，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并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提供妈

妈式服务，对企业发展给予全方位扶持。图为河北聚

航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组装产品。 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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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信贺宁）省发展改革委日前通报了2019

年各市节能削煤目标考核结果。2019年，我省单位GDP能

耗下降5.28%，煤炭消费总量减少855万吨，均超额完成了

年度目标任务。衡水、邯郸、邢台3市获评“2019年节能、削

煤工作先进市”。

2019年，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把节能削煤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统筹协调，落实目标责任，标本兼

治，综合施策，取得显著成效。省政府有关部门组成考核

组，对2019年各市（含定州、辛集市）节能削煤目标完成情

况进行了考核。其中，衡水、邯郸、邢台、张家口、秦皇岛、廊

坊、石家庄、定州8市为超额完成等级，沧州、承德2市和雄

安新区为完成等级，辛集、唐山、保定3市为基本完成等级。

通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完善能耗“双

控”政策，突出重点领域、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运用行政、经

济、法治手段，坚持不懈推进节能降耗，坚定不移压减煤炭

消费，确保超额完成“十三五”节能削煤目标任务。

我省2019年煤炭消费总量
减少855万吨

本报讯（记者邢丁）9月16日，以“传播陶瓷文化、振兴

陶瓷经济”为核心的第二十三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在陶

博中心开幕。

据介绍，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特装展区

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共设标准展位870个，涉及参展企

业及个人 316 家，其中非唐山企业及个人 211 家，占比

65%；国家级大师10人，省级大师71人。

据悉，本届展会在原有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开幕式、瓷

茶对话系列活动的基础上，还将举办2020唐山陶瓷新品设

计大赛暨陶瓷新品展、第六届河北省陶瓷艺术技艺大赛、第

八届中国陶瓷名家名作展及评比颁奖典礼等6项线下活动。

本届陶博会将举办VR云展览、云端贸易洽谈、陶瓷+跨

境电商展示交易、网络招商推介、线上直播活动等5项线上活

动，突出云端贸易，依托“互联网+陶瓷”市场化运作模式，利用

跨境电商平台、网络直播、网络达人的流量效应，采用720度

VR全景技术呈现虚拟展示厅，搭建起突破时空界限的在线展

览、交流、交易平台，提升唐山陶瓷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经济

助推力。

云端互动+线下消费
第二十三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宋金玉）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高度重

视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

方法、新途径，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深入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凝聚广大员工团结一致，以高昂饱满的工作

激情，努力开创各项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该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制定石家庄分行《党建工

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增加“党建引领中心工作成效”考

核权重。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工作机制

建设实施意见》《党建系统维护实施细则》《发展党员工作

细则》《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流程规定》《基层党组织设置及

选举工作管理实施细则》《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实施

细则》，完善《基层党组织选举管理制度》，全面加强和完

善党建各项工作。该行推进首次党支部分类定级，组织

年度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开展“两优

一先”和年度先进工作者评选；组织“奋进新时代，党员先

锋行”党建主题活动、“创特色、树品牌”活动。他们还注

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在大力弘扬“五种

精神”的背景下，提炼出“务实 高效 合规 争先”的团队

文化理念，“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年”“5+5”大讲堂、“1+1建

基地、创品牌”“浦发青春面对面”等活动稳步推进，先后

组织三期、共计50余位分行中层干部视频课堂活动，通过

“上讲台、谈思路”和线上测评，起到了鼓干劲、促发展的

导向作用。

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
树党建品牌促业务发展

（上接第一版）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完善

民营企业权益维护机制，激励干部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要

发挥好工商联和商会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

展中国特色商会组织。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

尤权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表示，各级统战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贯彻落

实，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务，加强统筹

协调，努力开创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新

局面。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省

委统战部、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有关

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

云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统战部、工商联负责同志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企业工作法——

备好一块“标准地”、签订一份项

目建设“承诺书”、选好营商和帮

服两个专员，全力打造审批最

快、流程最优、见面最少、效率最

高的营商环境。

今年，按照“标准地”要求，临

西为15个项目独立供地，为在建及

投产项目和企业解决用地、融资、

证件办理等问题 170 多个。实行

“两员”制度、开展“三送”活动，遴选

20名营商专员和18名帮服专员投

入企业项目一线，共搜集各类问题

百余件并已全部解决。

“临西态度”正吸引和聚集着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里投资兴

业，助推当地轴承特色产业“转”

出发展新速度。

为“临西态度”点赞

在第三届河北国际工业设

计周河北工业设计成果展区，

各地特色产业展品让人眼花缭

乱。越来越多河北设计变身爆

款产品精彩亮相，凸显河北工

业设计发展成效，以工业设计

为引擎的产业综合赋能创新生

态系统正在加快形成。

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营造

多元世界”为主题，聚焦智能设

计、绿色设计、服务设计等工业

设计的前瞻性方向和未来发展

趋势，将举办雄安设计论坛、国

际设计新品发布会、工业设计

创新成果展三大主体活动，以

及第一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

奖典礼等10余场系列活动，更

有国际工业设计大咖云集，线

下线上同步全球直播……如

今，设计周越来越有“国际范

儿”，作为交流平台和展示窗

口，向全球展示着河北工业设

计创新发展的速度和实力。

以工业设计点燃智造引

擎，设计力助推河北产业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

2019年带着德国红点奖

获奖作品“X杯”来到设计周参

展的河北明尚德玻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今年带来了产品升

级版——“BORO”杯。“产品沿

用了‘X杯’的‘中硼硅玻璃+现

代高科技材质’专利技术，耐急

冷急热性好，抗物理冲击性强，

轻摔不易碎，碎片不易飞溅。

同时，在产品外形设计上进行

了升级，简约明快，更符合人们

的审美追求。”该公司展位负责

人侯燕飞说。

而另一款玉蝉套组茶具，

质地温润、晶莹如玉，杯体洁白

似脂，则是他们今年重点推介

的设计产品。“白玉高硼硅玻璃

材质健康安全，厚重防烫，坚固

不易碎、耐划伤；产品外观也融

入传统文化元素，一上市就供

不应求。”巧妙的设计不仅为产

品赢得了市场青睐，更显著提

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据侯飞燕

介绍，市面上普通的玻璃茶具

售价不过百余元，而玉蝉套组

售价为990元。

提升产品层次、增强竞争

力、增加有效供给，工业设计不

断加力，成为越来越多河北企

业的制胜利器。

从供给侧发力，把需求端

激活，河北出台并认真落实《关

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为河北制造设计实力

的增强提供肥沃的土壤。

一方面，大力引进国内外

工业设计机构，对引入的知名

设计机构和大师工作室给予运

营补贴，做大工业设计服务供

给，提高工业设计服务能力，截

至2019年底，河北省工业设计

机构已超300家。另一方面，

通过支持政策和专项资金引

导，鼓励制造业企业应用工业

设计服务，给予购买工业设计

服务和工业设计成果转化50%

的专项资金补贴，极大促进了

企业应用工业设计的热情。

一个个“金点子”凝结成河

北工业设计产品，一件件创意

精品凸显河北创新力量。工业

设计这根点石成金的“金手

指”，如今已成为助推河北传统

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力量，不

断激发创新活力，全面推动“河

北制造”转向“河北智造”。

工业设计点亮“河北智造”
□记者 李代姣

本届设计周以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营造多元世界设计营造多元世界””为主题为主题。。 烟成群烟成群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