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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申萍 通讯员李刚）
日前，我市制定《沧州市 2020年加快
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暂行办法》，激
发全市培育规上工业企业积极性和企
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培树一批主业
突出、带动明显、成长性好、具有竞
争优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打造一
批工业经济新增长点，有力推动我市
工业经济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聚焦重点发展。以各类开发区和
特色产业集群为载体，紧密围绕工业
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京津冀
协同发展，通过重点培育一批、竣工
投产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引进转化
一批、整合重组一批、解困复规一批
等“六个一批”，促进新建规上企业入
统和“小升规”。

突出靶向培育。以上年主营业务
收入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中小微工
业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等）和省、市重点工业
项目为重点，建立市、县两级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重点培育库，靶向培育，
强化跟踪服务、要素协调保障，入库
企业名单每年动态调整一次，确保达
到规模以上标准及时入统。

实行挂牌培育。积极推荐符合条
件的拟培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纳入
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在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期间不停产、不限产。对
重点培育企业遇到的土地问题，各县
（市、区）将建立绿色通道，根据企业
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推动企业依
法完善土地使用手续。对企业反映的

问题，由工作专班安排专人盯办、限
时办结。

支持拟培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优
先申报“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省级管理创新示范企业”、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小巨
人”。支持在技术装备更新、高端材
料和新材料采用、智能化、数字化、
信息化、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等方面
进行改善改造，提质增效。在基础设
施、平台系统、业务应用、设备产
品、制造能力（资源）等方面优先支
持企业上云。

搭建产融对接平台，定期向各金
融机构推荐本地拟培育新增规上工业
企业名单，为重点培育企业提供优质
融资服务。应急转贷资金优先为重点

培育企业解决资金周转需求。充分发
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优先满足符
合担保条件的重点培育企业的担保需
求，力争担保费率不超过1％。

加强对拟培育新增工业企业入库
资料的审核指导，确保入库资料的准
确性、及时性、完整性，依法依规做
好入统工作。将“净增规上企业数
量、新投产入统企业及规下升规上企
业”纳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
考核评价体系，对综合排名前六名的
县（市、区）给予奖励。对新投产入
统规上企业奖励2万元，规下新升规上
工业企业奖励1万元，市财政在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500万元，用于该
项工作专项配套奖励，实行奖励总额
控制。

激励激励““小升规小升规””育成育成““参天树参天树””
新增规上工业新增规上工业企业专项配套奖励总额企业专项配套奖励总额500500万元万元

日前，河北省第二届城市定向越野系列活动—沧州站正式开赛。此次活动由省体育局社会体育中心主办、
市体育局承办。比赛以定向越野运动为载体，以城市为赛道，是集娱乐性、参与性、健身性于一体的全新城市
体验活动。参赛队员需灵活运用地图，在最短时间内到访指定点标并完成相应任务，用时最短者胜出。

魏志广 绳 静 摄

省城市定向越野运动系列活动沧州开赛省城市定向越野运动系列活动沧州开赛省城市定向越野运动系列活动沧州开赛

各县（市、区）“购买
力”和“销售力”排行来
了，看看你的家乡排第几

今年的“双十一”派件高
峰，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11月
1日，“双十一”购物战就已经打
响，随着网友们网购的货物陆续
到达，我市已经迎来了今年的派
件高峰。根据市邮政管理局统计
数据，11月4日至7日，我市共计
派送快递 587万件，比去年同期
增长 75%。11月 11日凌晨，新一
批商品将打响“优惠战”，预计11
月14日至17日，我市将迎来“双
十一”期间的第二波派件高峰。
日均派件量预计达到 220 万件，
比去年同期增长85%。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1月 1
日以来，各个县（市、区）派件
量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任
丘市、黄骅市、新华区，派件量
分别为 180万件、170万件、165
万件。各个县（市、区）的发件
量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肃
宁县、新华区、任丘市，发件量
分别为 235万件、210万件、170
万件。

“双十一”，沧州电商
的狂欢节

沧州快递量逐年递增，不只

体现在“买买买”，还得益于“卖
卖卖”。在肃宁、河间等地，快递
行业的迅猛发展与县域经济互为
支撑、相互促进。以肃宁为例，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电商快递
融合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吸引圆通快递冀北区转运中
心落户，肃宁快件实现全国直
发，不再中转北京或石家庄，时
效缩短 2 至 3 天。同时该县以

“村淘”模式为依托，将裘皮、
渔竿、广告衫等特色产业转移至

“线上”销售，家家做电商，村
村有网红。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
县域经济蓬勃发展为快递业创造
了机遇，快递的迅猛发展也为拉
动电商高质量发展、带动就业、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
力。

我市“快递+枣制品”项目被
纳入国家邮政局金牌项目，在河
北省是唯一。初步统计，我市现
有枣制品电商 1000余家，日均发
货量超万件，“双十一”期间将超
过 20万件，带动产值超 10亿元，
比较有名气的有思宏、好想你、
万亩园等品牌。除枣制品外，我
市邮政快递业主动与服装、渔
竿、汽车用品、玻璃制品、毛
刷、杂粮等融合发展，基本形成
了“一县一品”的发展格局。以
泊头为例，11月 1日以来，泊头
市快递业务量累计 75件，其中超

7成为汽车制品，日均快递发货量
可达6万件。

“双十一”网购，收件
不比往常慢，快递派送机
制越来越成熟

往年“双十一”之前，想要
从网上购买急需用品的网友，通
常会抓紧时间错峰下单，以免赶
上“双十一”派送高峰影响收件
时效。而今年的“双十一”，很多
网友收件的实效并不比往常慢，
甚至更快。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随着快递派送体系的不
断完善，我市快递企业应对派件
高峰的经验和能力逐渐增强。

为了缓解“旺季”人才缺
口，9月底，顺丰、申通、韵达、
天天等快递企业就开始招兵买
马，增加人员运力和快递车辆，
有效保障了分拨、仓储、末端、
集配站等多个操作环节的正常运
转。

在快递智能化环节，韵达、
圆通等品牌纷纷新增自动化分拣
设备，目前全市共设置分拣设备
15台，新增流水线超 5000米。全
自动分拣设备配套的自动识别系
统、循环中转袋、电子面单等

“神器”，大幅度提高了分拣效
率，降低人工成本，服务行业绿
色发展。

沧州沧州““双十一双十一””高高峰提前来了峰提前来了

不只不只““买买买买买买””还有还有““卖卖卖卖卖卖””
本报记者 王汝汀

网传山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要把裸眼
视力纳入身体素质考核，且影响中考成绩。这则
消息近日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论，不少网友认为

“近视眼影响中考”的政策有失公平，实施过程
中将面临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则疑似“拍
脑门”的消息，依然提起了公众对保护视力的重
视程度。

今年 6 月，市疾控中心曾对我市部分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儿童青少年进行了一次
近视筛查，平均近视率为48.2%。而导致儿童青
少年近视高发的原因之一，就是看手机的时间过
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机成了大部分人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对
手机的使用时间均占据了较大比重。享受科技带
来便捷的同时，不妨让自己的眼睛劳逸结合，避
免陷入难以挽回的“近视苦恼”。

戴眼镜的朋友，都懂得近视眼的苦。而在手
机等通讯设备的“侵蚀”下，原本自诩视力上佳
的人，也渐渐变成了“近视眼”。因此，如今很
多不戴眼镜的人，视力也并非完全合格。不少人
都有这样的体会，开车遇到路口时，想看一下红
绿灯的秒数，却只能等到距离路口很近的时候，
才可以看清，严重影响自己对通行的预判。当模
糊的视力用到开夜车或是路遇不易察觉的事物
时，风险更是不言而喻。

有教育机构为了培养学生保护视力的意识，
组织他们带上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眼罩进行体验，
在真真切切感受到光明被“夺走”的时刻，学生
们清晰感受到拥有健康双眼的重要性。成人同样
如此，每天频繁面对手机、电脑之时，切勿忽略
对眼睛的保护。儿时做过的眼保健操，网络上放
松眼睛的小妙招、小窍门，都是我们可以利用闲
暇时间给予双眼的关怀。

如今，在驾考、入职体检等领域，虽然对视
力都有考核机制，却通常存在“走形式”的现
象。很多人的真实视力并不合格，但在体检时能
轻松过关。如果过关后，实际的操作对视力并没有
太高需求，也就罢了。但面对一些对视力有严格要
求的工作时，
不妨加大审核
力度，也以此
倒逼尚未“沦
陷”的人保护
好 自 己 的 眼
睛。

忙忙碌之余碌之余，，
别忘了给双眼放个假别忘了给双眼放个假
汝 汀

2020年11月9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11月9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报告无症
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5例（境外输入）。

截至11月 9日 24时，河北省现有确诊病例
6 例 （境外输入），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61 例
（含境外输入 28例），累计死亡病例 6例，累计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39 例、境外输入病例 34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8例（境外输
入）。

据河北省卫健委消息

1111 月月 99 日河北无新增日河北无新增
确诊和疑似病例确诊和疑似病例

本报讯（记者孙晓卉 通讯
员王艳坤）今年是我市为深入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收官之年。记者昨天
从市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管理
处获悉，2018年以来，全市共
投资 30.4亿元，完成农村公路
新改建3095公里（含穿村路段
193.3公里），其中路面宽度 5
米以上的1890公里，超额超前
完成既定目标。

2018年，我市出台《深入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明
确了市财政安排3亿元以奖代补
资金用于我市“四好农村路”建
设，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 3000
公里的任务目标。围绕这一目
标，我市在加大资金投入、严格
建设标准，全面推行农村公路

“路长制”，落实县、乡政府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县级政府对乡镇
政府农村公路养护考核机制以及

市场化为主的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机制，实现了农村公路建、管、
养、运协调可持续发展。此
外，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将自
然生态、风土人情、传统文化
融入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建
设之中，做到公路与沿线周边
乡村风貌、田园风光、农业园
区充分融合。大力整治公路路
域环境，全面清理路域范围内
的垃圾和非公路标志，实施田
路、宅路分家，全力打造畅安
舒美的通行环境。

除新改建农村公路外，先
后 12 个县 （市、区） 被评为

“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其
中黄骅市获得国家级示范县称
号，示范县数量在全省名列前
茅。河间市大河路、河间市景
淮线——丰尔庄园路的景观大
道、肃宁县 337国道——尚村
的连接线、肃宁县星海路获评

“河北省美丽农村精品示范路”。

““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建设建设
三年行动提前收官三年行动提前收官
新改建农新改建农村公路村公路30953095公里公里，，超额完成任务目超额完成任务目标标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
员王伟）根据国家统计局沧州
调查队统计数据，前三季度我
市 居 民 人 均 生 活 消 费 支 出
10285.2 元，同比下降 6.7%。
其中，食品烟酒类支出增长，
教育娱乐、衣着、交通、医疗
等方面的支出有所下降。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居民居家用餐增多，米面
粮油、菜肉禽蛋奶等居民生活
必需品得到充足保障，前三季
度我市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3753.2元，同比增长 8.6%，人
均居住支出889.8元，同比增长
1.1%。由于疫情期间学校及多
个公共场所放假，同期教育娱
乐较往年大幅下降，前三季度
支出 842.4元，同比下降 38%。
疫情期间由于出入受限，居民
消费中衣着支出、交通通信支
出和医疗支出均相应减少，分
别下降 10.2%、4.2%和 14.7%。
预计在年底或明年一季度，各
项支出能够逐渐恢复到疫情之
前的水平。

前三前三季季度我市居民度我市居民
人均消费万余人均消费万余元元
受疫情影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响同比下降66..77%%

本报讯 （李瑞存 蔡双梅
郭玉培）日前，在河间市尊祖
庄镇杨张各村茂华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雪桃基地里，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这里的 500亩
雪桃陆续成熟，部分雪桃已经
去掉套袋，诱人的红桃子挂满
枝头。企业负责人杨纪民说，
虽然桃子还没上市，但是已经
预售一空。

雪桃生长期长、糖分高、
耐储存，储存期在保鲜库里能
达到三四个月，是春节上市首
选水果之一。杨纪民说，今
年，他的雪桃基地是第二年结
果，亩产4000公斤左右，效益
相当可观。

据介绍，雪桃的开花期和

普通桃子一样，生长期达到
200 多天，利于糖分的积累。
为了种好雪桃，茂华公司坚持
严格管理，施有机肥、不打农
药，套果子的纸袋也是选最好
的，所产雪桃个大、汁多、果
肉甜，口感和品相都很好。

去年冬天，这家公司第一
批雪桃上市，就被附近的客商
和采摘食客们抢购一空，今年
的雪桃还没上市，就已预售一
空。杨纪民说，因为现在市场
上需求量大，目前这点产量在
当地就销售完了，外地的客商
拿不到货，所以打算明年再补
种 100 多亩，增加补种面积、
提高产量，预计明年产果可达
到75万公斤以上。

好桃子不愁卖好桃子不愁卖

河间茂华雪桃未上市预售空河间茂华雪桃未上市预售空

本报讯（记者郭玉培） 日
前，由团市委、石药普恩基金
会联合举办的“晨光行动”发
放助学金 42.9万元，东光、青
县、盐山、河间、献县 521名
贫困学子获得资助。目前，东
光县资助金已发放完毕，其他
县（市、区）正在陆续发放中。

“晨光行动”是由石药普恩
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援助贫困学
子走出困境的爱心活动。去年
以来，这家公司积极和团市委
取得联系，助学行动开始走进

沧州。为此，团市委和 5个县
（市、区）团委积极联系，多方走
访，层层核实，最终确定 521
名贫困学子作为资助对象。其
中，小学生每人资助 500 元，
初中生每人资助1000元，高中
生每人资助1500元。

受助学生代表、东光县一
中学生鲁振宇表示，各界爱心
人士让他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和人间的温情。今后，他将自
强自立，以进取之心，好好学
习，努力做国家栋梁之才。

““晨光晨光行动行动””
521521名名贫困学子获资助贫困学子获资助
分获分获500500至至15001500元不等的助学金元不等的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贾世峰） 日
前，“信雅达杯”第一届“智
圣”智力运动会首届“金桥国
旅杯”围棋比赛在中国棋院杭
州分院结束，我市棋手马天放
（7段）夺得个人冠军。

本届比赛分设国内组和海
外组两个赛区，邀请世界各国
围棋爱好者参赛，得到了阿根
廷、澳大利亚、巴西等19个国
家围棋协会的支持，也得到了
浙江省智力运动管理中心等数

十家省级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支
持。

本届比赛采用“线上+线
下”的模式，在国内赛区，
通过弈战平台海选产生青少
年组 76人、成人组 65人，共
141 名选手进入线下总决赛。
经过两天 9轮的激战，最终马
天放以 8胜 1负的成绩获得成
人组个人冠军，团体前三名
分别由浙江、河北、江苏取
得。

马天放夺得全国围棋赛冠军马天放夺得全国围棋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