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董肖飞 通讯员刘洋）上半年，沧州市统计局

对全市39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沧州市规模以上工业生产经营总体良好，工业

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高位运行。

上半年，在市场需求扩大、订单增加刺激下，企业生产能力

相应得到释放，23.4%的调查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上季度，调

查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达到75%。反映沧州市工业企业综合

经营状况的企业景气指数为140.2，反映企业家对当前宏观经

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乐观程度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40.6，分

别较去年上半年回升23.4和24.7个百分点，均处于“较为景

气”区间。同时，93%的调查企业预计下季度企业用工计划比

去年同期增加或持平，84.5%的调查企业预计下季度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比去年同期增加或持平，展示出企业对下季度生产经

营保持乐观预期。

本报讯（通讯员齐浩）近期，

国网吴桥县供电公司开展了“高

损台区治理”专项行动，多举措开

展量价费损稽查，力促质效双

增。突出排查表计故障、窃电行

为等问题，今年以来，共追补电量

1.886万千瓦时，追补电费2.0734

万元。对抄表数据严筛复核，

确保真实准确，目前台区合格

率 为 99.03% ，同 比 提 升

3.83%。分级管理高损台区，

持续推进高损台区治理，截

至 目 前 ，台 区 高 损 率 为

0.51%，同比降低 2.92%。下

一步该公司将继续降低台区

损失实现全年线损管理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河间市景和镇丰尔
庄村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努力建设“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
村，让土地上“长”出一片好风光

漫步在河间市景和镇丰尔

庄园，鲜花摇曳，瓜果飘香，土

地上“长”出一片好风光；穿行

于景和镇丰尔庄村，粉刷一新

的文化墙、休闲娱乐的小广场，

处处都是好景致。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以来，该村秉承绿色发

展理念，努力建设“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美了

村庄、富了村民。

美丽村庄既有颜值
又有气质

历史悠久的丰尔庄村，现

划分为北丰尔庄、西丰尔庄、东

丰尔庄 3 个行政村，总人口

1912 人，545 户，耕地 8769

亩。村内主导产业以农业生产

为主，是典型的农耕经济村，人

均耕地4.6亩，具有深厚的农业

开发潜力。

2009年，丰尔庄村建起了

兴丰农场，大力发展基础农业；

2014年，依托兴丰农场，村里又

建起了以休闲农业为主的丰尔

庄园。自此，全村农业产业化

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截至目

前，全村流转土地6800亩，流

转率77.5%，形成了集种植、养

殖、加工、观光、娱乐等于一体

的乡村休闲农业的产业体系，

直接带动就业300人，村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1.8752万元。

6公里的景观大道直通村

内，街道全硬化，供水全天候，

污水入网，旱厕改造，河道、坑

塘全部有效治理，生活垃圾实

现“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

处理”。如今的丰尔庄村，满眼

皆是风光，处处都是美景。西

丰尔庄村党支部书记周义明

说，近期丰尔庄村还将启动街

巷胡同整治工程，做到地面不

见土，出行更方便。

千亩花海、儿童游乐场、河

北地区最大的摩天轮、四季采

摘园、环宇马术俱乐部、侏罗纪

公园、梦田·星空帐篷房车酒

店、水上乐园等特色旅游资源，

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新格局，也实现了丰尔庄村的

绿色发展。

近年来，以丰尔庄园为核

心的河间市现代农业园区获评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沧州市

“最美现代农业园区”，丰尔庄

村也被评为2019年度“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村民更富裕 乡风
更文明

村庄美了，村民的日子也

富裕了。东丰尔庄村村民杨宪

昌，此前因妻子得病、孩子上

学，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困难。

在村里的帮助下，他在丰尔庄

园蔬菜大棚找到了工作，负责

种植管理，每月收入3000元左

右。他的妻子也当上了村里的

保洁员，每月收入800元。再

加上每年的土地承包费，一家

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现在

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

上班了。我和妻子每天晚上都

会出来遛弯，有时候她还会跳

跳广场舞，过得挺舒心。”56岁

的杨宪昌笑着说。

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也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回乡就业。

31岁的刘雅君此前一直在外务

工，近几年家乡的变化她看在

眼里，喜在心上。现在，她已经

成为丰尔庄园马术主题酒店的

负责人。“我的收入很稳定，也

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我感到

很幸福。”刘雅君说。

生活富裕了，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也不能落后。依托兴

丰大舞台、丰尔办公楼、丰尔庄

园小吃街等，丰尔庄村积极承

办旅游文化艺术节、农民丰收

节、河北梆子名家名段演唱会、

惠民演出、“诗经讲堂”等文化

活动，繁荣农村文化，焕发乡风

文明新气象。

同时，丰尔庄村扎实推进移

风易俗，制定村规民约，完善红

白理事会制度，大力推行“两调

一议”调解机制，村级自治组织

体系逐步完善。2018年和2019

年，丰尔庄园连续两年作为“银

龙杯河间诗经国际马拉松”的终

点，更是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们感受到了景和田园的风采。

今年4月，丰尔庄村组织举

办诗经书法大赛，吸引了全国

各地书法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1800多人投稿2000余幅，目前

组委会已筛选出300幅作品进

行装裱，计划以千米长卷的形

式举办巡展。

探索“三区同建”新
模式

近年来，河间市依托美丽

乡村建设，以农业合作社为主

要载体，利用丰富的自然生态

资源，打造集生态农业、高效农

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为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助力当地乡村

振兴。

河间市积极探索“三区同

建”新模式，推动景和田园综合

体的总体布局。丰尔庄村作为

核心区域，在推进景和田园生

态园区、产业园区、农村新型社

区协同发展上，将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

在生态园区建设方面，以

丰尔庄村为辐射点，延伸生态

景观脉络，串联科技、现代农

业、立体农业等产业区，增强景

观附加值。

在产业园区发展方面，依

托兴丰、华奕、意馨等多个大型

农业合作社，延伸发展加工业、

商贸物流等现代农业产业链

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方

面，丰尔庄村拟投资建设占地

95亩集居家、养老、教育、医疗

等于一体的新型社区，配套功

能更加完善，社区服务更加便

捷。

眼下，河间市景和镇丰尔

庄村正阔步前行，努力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

7月18日，

沧州市名人社

区组织辖区党

员、居民代表

到市博物馆参

观“革命烽火

红耀沧州”——

庆 祝 中 国 共

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沧 州 革

命史展。

崔上 王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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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

黄骅市利用紧靠渤海湾的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渔

区海水育苗养殖企业达到 108 家，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近

5000个，年产值达8亿元，现代渔业成为渔民增收致富的

“新引擎”。 崔上 傅新春 摄

本报讯（记者董辉 通讯员

申萍）沧州市启动“童心向党”

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各中小学

校以“童心向党”为主题，开展

“我向党旗敬个礼”“唱支红歌

给党听”“党的光辉照我心”“党

的故事我来讲”4大类丰富多

彩的实践活动，使广大青少年

身临其境看得见、亲自实践摸

得着、感悟历史记得住，传承红

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筑梦新

时代。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日前，伴随着悠扬的旋

律，沧州市解放路小学与手拉

手共建学校新疆轮台县第二小

学、泊头市富镇学区张屯小学、

邯郸复兴区实验小学，隔空在

国旗下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表达着对党的

诚挚祝福。

红歌代代传，声声颂党

恩。在沧州市第十四中学，

举行了一场主题为“青春唱

响十四中”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之歌

咏活动，《我爱你中国》《我和

我的祖国》……一曲曲耳熟

能详的“红色”旋律唱出了对

祖国、对党的无限热爱。

在沧州市迎宾路第二小学

的操场上，老师讲述着《红船的

故事》，3名少先队员庄重地“开

着”一艘红船模型。这个“一个

大党和一条小船”的历史故事，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慷

慨激昂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

为了让孩子们体会成长的

意义，沧州市路华小学在“胸怀

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主题

升旗仪式上，全体少先队员在

党旗下郑重承诺：少年强则国

强，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

早日成为国之栋梁。

沧州市实验小学开展了

“童心向党迎百年 家校携手

育新人”党员家长进课堂宣

讲党史活动，100名来自沧州

市各条战线的优秀党员家长

代表走进课堂，用鲜活的素

材、图文并茂的课件和精心

挑选的视频，声情并茂地讲

述了红色革命故事，带领孩

子们重温中国共产党一路走

来风雨兼程、披荆斩棘的光

辉历史。

百幅童画绘就童心永向

党，百米长卷展现征程之恢

宏。沧州市回民小学的学生历

时一个月，完成了庆祝建党100

周年百米画卷，用小小画笔抒

发对党最深情的祝福。

沧州市第十七中学把党史

学习教育课堂搬到大自然，全

体师生从学校步行至大运河生

态园，一路聆听党的光辉历史，

一路唱响红歌。

一系列多彩活动，引领“童

心向党”。作为青少年成长的

主阵地，沧州市各中小学校充

分发挥自身教育阵地优势，通

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扩大参

与面，充分发挥红色基因教育

铸魂育人的积极作用，培养学

生艰苦奋斗、团结奋斗的拼搏

精神，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

沧州上半年工业企业景气指数
和企业家信心指数高位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陈子康
宋胜利）今年上半年，任丘强

力推进农村公路和国省干线

交通安全城市化、精细化管理

工作，并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

“三个体系、五项措施、四个结

合”的成功经验。“双化”工作

实施以来，任丘农村公路、国

省干线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受伤人数、经济损失4项指

数同比分别下降 31.25%、

26.87%、25.38%和36.27%。

自去年 11月以来，任丘

作为沧州市试点，在全省率先

推进农村公路和国省干线交

通安全城市化、精细化管理工

作。任丘市政府印发《农村公

路、国省干线交通安全城市

化、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将

工作任务分解、细化到公安、

城管、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教

体等部门和各乡镇、办事处。

邀请同济大学专家团队指导、

协助，区分国省、县乡不同等

级道路，从基础设施、防护设

施、安全管理设施、科技设备、

宣传提示、环境治理、勤务安

排等方面，制定农村公路、国

省干线城市化、精细化管理标

准体系。

在“双化”工作实施过程

中，任丘落实5项措施，系统治

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一口一

方案控风险，对辖区国省干线

13个灯控路口、14个非灯控

路口以及沿线支路与干路45

个平交路口，全部落实了“三

线两灯一区一限速”“一线一

灯两标志”建设要求；一点一

对策除隐患，全面排查近3年

发生5起以上伤亡交通事故或

死亡超过3人的公路点段，共

排查整治“黑点”部位30处，

增设临水临坑防护设施 23

处，实施“坡改平”5处；一段一

清单抓重点，密集抓拍控车

速，货车右行控占道，穿村路

段控干扰；一室一中心严执

法，建设数字警务室；一村一

阵地强防范，通过加强宣传、

劝导、管理，将风险化解在事

故发生之前。

吴桥供电
控线损促质效双增

本报讯（记者代晴 通讯员桂
茂亭）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的

消防安全意识，沧州市新华区消

防救援大队开展了多维度消防安

全主题宣传活动。

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车站小

学、第九中学、小博士幼儿园开

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为孩子们

讲解了火场逃生方法及注意事

项、常见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等消

防基础理论知识，并现场演示如

何正确拨打火警电话、如何在火

灾中正确逃生等。他们还走进

企事业单位、社区等进行宣传，

丰富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知识，

增强群众自防自救能力。

□记者 代晴 崔上 通讯员 李世文

沧州：“童心向党”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通讯员孙健）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丰

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由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办、沧州市群众艺术馆和有关戏曲艺术院团承办的沧州市

首届精品戏曲汇演，于7月19日至23日在沧州市群艺馆小剧

场举行。戏迷朋友每天下午3点可到现场免费观看。

此次汇演按照“出精品、出人才”的基本思路，为全市县级

戏曲艺术院团搭建展示平台，演出近年来原创现实题材优秀

戏曲作品或革命传统剧目经典唱段，激励、号召广大艺术工作

者为推动沧州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而奋斗。

经过院团自愿申报、县市组织推荐、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认真遴选等环节，根据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最终

有6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入围本届戏曲汇

演活动，分别是河北梆子现代戏《特殊的彩礼》《柳树庄》《守

信》，现代评剧《平山谣》《树叶训令》，以及“大师故里献礼建

党百年现代京剧演唱会”，涵盖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等主要

戏曲艺术形式。

沧州首届精品戏曲汇演启幕

——河间市丰尔庄村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孙健）今年上半年，沧州市申请商标

1.3万件，较上年同期增长14.18%，其中，新注册商标9871件，

较上年同期增长50.36%。1至5月份，沧州市授权专利3928

件，较上年同期增长33.50%，其中，有效发明专利1432件，较

上年同期增长18.84%；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90件，较去年

同期增长18.75%。

沧州市持续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促进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专门出台2021年全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

方案，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协作、系统联动、行刑衔接

和快速处置4大机制，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商标权

保护、加强专利权保护和加强标志保护4方面入手，建立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增量扩面，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以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助推沧州

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培育3家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平台，及时掌握企业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等相关情况，组

织支持服务代理机构和知识产权领域专家与企业对接，做好

咨询服务，确保企业不走弯路、提高效率，实现商标注册、专利

申请“双提升”。该市还积极落实知识产权资助政策，对168

项专利拟资助136万元，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6380万元，

实现专利风险保障金额450万元。

任丘加强交通干线“双化”管理

沧州上半年申请商标
1.3万余件

肃宁县付家佐镇赵黄庄村56岁的果农郭艳静种着5亩

葡萄，产量达1万余斤，但销售成了难题。在肃宁消防救援

大队与肃宁县融媒体中心、肃宁县爱心公益协会组成的爱

心团队帮助下，不到一天葡萄就被市民抢购一空。

代晴 蔡晓冬 摄

新华区开展多维度
消防宣传教育

土地上“长”出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