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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西轴承，让世界转动得更美

好。”走进位于临西县的中国国际轴承

展示中心，这行醒目的标语首先映入

眼帘。

临西，素有“中国轴承之乡”的美

誉，建有轴承生产及配套企业486家，

年产3000多个型号的轴承产品7.52

亿套。在我国，每10个轴承中就有1

个产自临西。

随着当地轴承产业不断向专业

化、高端化、国际化、现代化迈进，临西

轴承“朋友圈”已遍布世界，远销东南

亚、非洲、欧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型升级
从“制造”向“智造”迈进

日前，在河北飞龙轴承有限公司

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全密封无尘

智能车间里，6 条生产线忙碌地运

转。产线上生产的高端精密静音球轴

承将被应用在高精度机床上，产品一

上市便供不应求。

8000万元，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

说，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这背后，不仅

需要对市场的清晰研判，更蕴含着轴

承企业转型升级的坚定决心。

“原本我们生产的是应用于电机和

水泵的中低端轴承产品，2016年前后，

同类竞争加剧，利润空间更小，企业遇

到了发展‘瓶颈’。要么转型升级，要么

坐以待毙。”公司总经理党军成说。

要发展，就要转型。但向哪里转？

“河北省轴承产业研究院的专家

多次到企业指导，结合市场需求，提

出了生产高端精密静音球轴承的发

展方向。同时，政府给予转型升级的

轴承企业很多扶持政策，给我们吃下

了‘定心丸’！” （下转第三版）

“建设‘万亩千亿’大平台，是邢台

市‘一三五十’高质量赶超发展总体思

路中的一项重要行动，也是临西县轴

承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围绕推进轴

承产业发展，我们倾全县之力打造了七

大平台。”日前，临西县委书记王海军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临西县加快建

设轴承制造强县的思路和举措。

七大平台推进轴承产
业发展

记者：王书记，请您给我们详细

介绍一下临西是怎样打造“万亩千

亿”大平台的？

王海军：我们倾全县之力打造了

服务轴承产业发展的七大平台。专业

销售市场平台。被评为“中国国际轴

承市场”的轴承大世界，入驻轴承商户

1890多家，销售全世界近90%的轴承

品牌，年销售收入达到60亿元；高端

人才服务平台。聘任轴承产业首席专

家，定期到临西县进行专题授课或到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依托“临西大讲

堂”，定期邀请国内产业发展、企业管

理方面的专家为企业家授课，每年

培训400多人次；全省唯一一家省级

轴承产业技术研究院。已研发包括

P2级飞机齿轮箱专业轴承等高精密

产品在内的新产品110多种，其中14

种获得国家专利、30多项产品在本地

实现了成果转化；创建省级检测中

心。每年为200多家企业的1000多种

产品提供相关服务；设立品牌研究院。

已为企业培训品牌经理23名；找轴网

供应链平台，入驻企业达3000多家，线

上交易额突破10亿元，为县内轴承企

业融资8000余万元；产业高聚集发展

平台。投资10.5

亿元建设运河双

创产业孵化园，

目前一期已投

产，入驻科研型

轴承企业12家，

（下转第三版）

迈向高端 建设轴承制造强县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创新型河北建设，大力发

展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链、物流链、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已成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重要基础和强大推动力。

为展现我省县域经济着力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县域特色产业不断做优做强的生动实践，聚焦创新引领，

围绕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

和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把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体等亮点，

本报策划推出了“创新之路——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调研

行”大型融媒体报道，敬请关注。

“一般需要四五个月才能办完的各项

经营手续，在临西只用了20天。”从江苏无

锡来临西投资兴业的中达（河北）轴承制

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索恩康由衷地为“临西

态度”点赞。他直言：“临西，来对了！”

两年前，在推进光明工厂化食用菌

项目的过程中，临西大力优化营商环

境，逐步形成广受赞誉的“临西态度”。

项目一期从立项到投产仅用了半年的

时间，“临西态度”成就了“光明速度”。

两年来，该县推动“临西态度”持续升温，

形成“112”服务项目、（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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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署名“宣言”文章

丹心从来系家国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改革开放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在服务党和国

家中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

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加强

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领导，全面贯

彻党的方针政策，抓好党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各级统一战线工作

领导小组和党委统战部要发挥牵头协

调作用，工商联要发挥群团组织作用，

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

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努力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16

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

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战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深

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的重要意义，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

导、教育的方针，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完

整准确理解“两个毫不动摇”，坚定制

度自信，把他们更好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实现民族复兴凝心聚力。

汪洋指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点

多面广线长，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

群策群力。要调动民营经济人士加

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深

刻认识个人的成功既源于自身努力，

更得益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

伟大的党，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

家国情怀，以产业报国、实业强国为己

任，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

参与光彩事业和精准扶贫，做爱国敬

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

典范。要抓好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

建设，以提升素质、优化结构、发挥作

用为目标，改进综合评价工作，重视年

轻一代培养。要及时掌握民营企业发

展状况和诉求，齐心协力把党中央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

处，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和克服眼前困

难，增强发展信心。要按照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的要求，（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菅义伟，祝

贺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日互为友好近邻，同是亚洲和世界上

重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恪守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和四点原则共识精神，积极推动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表示

中方愿同日方一道，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共同推

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
在党的周围 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习 近 平 致 电 祝 贺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李克强向菅义伟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刘师豪）9月16日13时05分，

随着55001次动态检测车从北京大兴机场站鸣

笛始发，标志着京雄城际铁路大兴机场至雄安段

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京雄城际铁路是京津

冀城际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联调联试预

示着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行进入最后的倒

计时冲刺阶段。

据了解，京雄城际北京大兴机场至雄安站

间联调联试分动态检测及运行试验两个阶段进

行。其中动态检测主要以线路设计速度为目

标，通过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

备，在规定测试速度下对轨道、道岔、路基、桥

梁、隧道以及牵引供电、接触网、远动、通信、信

号等系统功能、动态性能和系统状态进行检测，

为动态验收提供技术依据。运行试验主要通过

单编和重联动车组采取逐级提速的方式，模拟

列车运行组织，开展参数测试、故障、应急救援

演练和图定列车交路试验，检验各系统在正常

与非正常情况下运输组织的适应性，检验在设

备故障、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急处

理能力，为制定完善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方案

提供技术依据。

京雄城际大兴机场至雄安段自北京大兴机

场站引出，途经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廊坊市广

阳区、固安县、永清县和霸州市，终至雄安新区雄

县，沿线设两站一线路所，分别为：固安东站、霸

州北站、板西线路所，终到雄安站，线路全长

60.65km 为双线客运专线，正线设计速度

350km/h。京雄城际铁路开通后，将为进一步

完善和优化区域及全国路网布局、助力京津冀协

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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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临西县委书记王海军
□记者 李代姣 胥文燕 段维佳 刘潇 见习记者 张荣鹏 李文培 通讯员 张玉坤 何连斌

9月16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固安城市航站楼的工作人

员为乘客办理乘坐机场巴士的手续。

当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固安城市航站楼正式启用，这是

大兴机场首座跨省异地城市航站楼，旅客在固安城市航站楼

办理好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可直接乘坐机场巴士前往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直接在机场通过安检进入候机区，大大提高了

出行便捷性和出行效率。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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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1次动态检测车驶入雄安站。曹国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