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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已举办18届的国际丝网
博览会在河北安平县举办。这个全球唯
一特色产品展会推动安平丝网实现总产
值约600亿元。

安平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丝网业高
速发展，是河北衡水市经济发展的一个
缩影。目前，衡水已形成以十大特色产
业为基础的十大民营产业集群，涉及工
业企业6500家，从业人员达55万人。

特色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衡水从家庭作坊式
生产开始，逐步有了村办企业、乡办企
业，在实践中逐渐找到了发展特色产业
的门道。

安平县的丝网产业、桃城区的橡胶
产业、冀州采暖铸造产业、枣强县玻璃钢
产业、景县橡塑制品产业、武强县西洋乐
器产业、以老白干酒和六个核桃为代表
的食品饮品产业……衡水特色产业竞相
发展，经济总量快速提升。

着眼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围绕绿色
化、高端化发展方向，衡水市进一步确立
了以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功能材料、纺
织家居为骨架，以商贸物流、文化旅游、
现代农业、新兴产业为重点的“4+4”产业
体系，力争用3年至5年形成产权结构清
晰、组织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资源

配置高效的主导产业发展新局面。
围绕提档、升级、增品、延链，衡水对

传统特色产业“一业一策”制定转型升级
时间表、路线图，每个产业选择5个至10
个骨干优势企业，列入全市重点项目和重
点企业扶持目录，一企一策，运用科技、土
地、财税、金融政策，精准实施帮扶解困。

为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
展，衡水市着力打造北、中、东三大区
块。北部，在饶阳、安平、深州、武强等毗
邻雄安新区区域，打造承接与京津和雄
安新区相配套的高端装备等产业；中部，
依托高新区和桃城区、武邑县、枣强县，
重点推进信息产业、生物健康、功能材料
等产业。依托滨湖新区和冀州区等靠近
衡水湖区域，集中打造高端商务区、休闲
健康等高端产业区；东部，以景县、故城、
阜城为基础，重点聚集铁塔钢构、现代农
业等产业。

围绕主导产业、特色产业，该市不断
加大工业园区建设，强化软硬件设施，提
升园区承载力和对产业的推动力。“没有
园区建设，就没有枣强玻璃钢产业的今
天。”作为最早进入枣强玻璃钢工业园区
的企业，恒润集团董事长宋建国感触颇
深，“园区不仅制定规则，规范企业发展，
还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使原来一盘散
沙凝聚成有力的拳头，枣强玻璃钢逐步
发展成国内三大玻璃钢生产基地之一。”

目前，全市共有5个省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8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均实现了

“九通一平”。其中，衡水高新区被列入京
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正在全
力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向千亿元目标园区
进军，并形成了31个产品特色明显、布局
相对集中、分工趋于合理的产业集群，包
括6个省级示范产业集群。

科技创新引领

今年6月份，衡水市举办了一场“民
营企业传承与发展培训暨知名民企进衡
水”对接交流会，旨在推动民营企业培育
发展新动能，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衡水市委书记王景武说：“以民营企业为
载体的特色经济是支撑衡水发展的四梁
八柱，对衡水的振兴崛起功不可没。在
当前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
段，传统特色产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坚
定不移地走创新引领、科技支撑、绿色发
展之路。”

“这是我们投资6000万元建立的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依托这个中心建起了
14条先进的智能加工生产线。目前，我
们已经进入全球汽车供应商体系。”在
衡水深州市，记者来到今年初刚在港交
所上市的瑞丰动力集团采访时，董事长
孟连周带领记者参观数字智能化缸体缸

盖生产车间，对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
转型发展信心满满。

衡水市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
第一动力，依托国内顶级科研院所，重点
打造了科技创新“一谷一港一中心”三大
平台载体，即位于高新区的科技谷、位于
枣强县的创新港、位于桃城区的科创中
心。初步形成了“4 个+”协同创新共同
体：“中科院+”，与中科院12个院所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建设了一批研发基
地。“院士+”，建成了 17 家院士工作站，
与 28 位院士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目
前，通过院士促成和引进项目 21 项，在
新产品研发、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解决
难题百余项。“千人计划+”，成立了衡水
千人发展研究院。5个“千人计划”专家
项目落户衡水，20位“千人计划”专家被
聘请为衡水科技顾问。“硅谷+”，与美国
硅谷建立了常态化联系机制。

推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衡水市要
求每个县市区都建设一个服务特色产业
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家规模以上企业
都设立研发机构、都要有技改项目，促进
传统产业向智能、高端、绿色转型升级。
其中，高新区由中科院牵头组成专家组，
实施区内 38 家化工企业绿色化、高值
化、安全化改造，将陆续应用 16 项产学
研合作关键技术，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全
面展开。

河北衡水：特色经济支撑四梁八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张洪静

河北衡水从家庭作

坊式生产开始，在实践中

逐渐摸索出发展特色产

业的门道。着眼建设现

代产业体系，围绕绿色

化、高端化发展方向，衡

水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引

领、科技支撑、绿色发展

之路，不断推进特色产业

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壮大民营经济

四川南江：形成绿色循环工业体系
本报记者 钟华林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地处秦巴山区连片贫困地区腹地
的四川南江县探索出一条可资借鉴的山
区绿色发展之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
比，到 2017 年底，南江三产分别增长到
18.23 亿元、73.09 亿元、33.5 亿元，各自
增加了20倍、173倍、334倍。

交通设施先行

在秦巴山里驱车前行，一路七弯八
拐，最后来到了南江县最后一个通路通
电村——普陀村。

普陀村村民雷武兰告诉记者，通路通
电以前，从村里到镇里虽然只有几公里
路，但翻山越岭来回要走一天。“我们村通
路通电也就七八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
但变化确实很大。”雷武兰感慨道，现在，
去趟镇上，坐车来回也就个把小时。

村党支部书记熊顺虎说，普陀村地
处半山，空气好、风景好、温度适宜，所以
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他正计划引入连
锁酒店，把村里各家各户闲置的 200 多
间房屋都利用起来。“有了路和电这些基
础设施，农村脱贫奔小康才有基础。”熊
顺虎说。

改革开放以来，南江县把破解蜀道
难的“卡脖子”困境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点。截至2018年6月份，全县通车里程
累计达5435公里，全县农村公路达5096
公里，占全县公路总里程的94%，实现了
乡镇、行政村公路通达率、硬化率两个
100%。铁路、高速公路、国道“从无到
有”，外快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形
成。特别是农村公路已成为新农村建设
的最大亮点，成为人民群众最满意的民
心工程。

南江县交通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
推动南江从闭塞山区转变为四川北向东

向开放的桥头堡，成为川陕渝互联互通
的重要连接地，创造了南江县决胜脱贫
攻坚、全面乡村振兴的根本性基础条件。

生态不断优化

随着现代交通网络建设快速推进，南
江打开了一扇扇通向外界的窗口。改革
开放初期，急于脱贫的南江在发展道路上
也曾走过弯路，但很快纠正方向，坚守“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确立
了“生态立县、文旅强县、绿色崛起、同步
小康”的发展路径，全力推进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生态空间不断优化、生态经济发
展壮大、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如今
的南江可谓“有山皆绿，有水皆清”，全年
空气优良天数达 90%，县域内森林覆盖
率为68.8%、绿化率达98.5%，26条主要
河流水质均达到优良标准。

回顾南江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曾深
入南江县蹲点调研多日的中国社科院政
治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周少来分析说，
绿色发展是南江县脱贫攻坚的核心理
念，表现为生态优先的保护性开发；绿色
产业是南江县脱贫攻坚的战略举措。绿
色发展理念决定了绿色产业要走“造血
式”发展，让群众在“乐业”中真正获得幸

福感。
周少来介绍说，在绿色发展理念指

导下，南江围绕黄羊、核桃、富硒茶、金银
花等绿色产业，发展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组织和专业大户，用活扶贫小额信贷、产
业扶持周转金；采取土地规模流转，年底
按股分红、就地务工等多种方式，增加搬
迁户收入，让贫困户在安居乐业中收获
绿色发展“红利”。南江努力将生态优势
转化成经济优势，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进
一步深入人心。

南江县还大力扶持小种植、小养殖、
小加工、小经营的“四小”扶贫增收产业，
以小而有效的产业模式，带动贫困户实
现脱贫。

绿色产业振兴

在南江，美丽的“巴山新居”或在山
腰，或在河谷，隐于林中，若隐若现。长
滩村就是一处代表。

长滩村党委书记李显金告诉记者，
长滩村本是南江县一个极其普通的山
村，以种植玉米和土豆为主。快速发展
始于 2012 年，当年结合新农村建设，村
里引进林业龙头企业七彩林业公司，将
1200 亩土地流转发展苗木产业，该村
70%的农民不再从事传统的种植业，通

过土地流转、产业分红、园区务工、林下
种植、乡村旅游等渠道增加收入；苗木基
地一年四季绚丽变幻，春夏秋冬，色彩斑
斓，每天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数百人。
去年，长滩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500
元，被评为四川省百强名村，带动周边
5000多户受益。

在南江，已建成像长滩村这样的幸
福美丽新村、聚居点 1000 余个。南江，
正在乡村振兴之路上大步向前迈进。

周少来说，绿色发展助推南江县脱
贫攻坚，如今这一发展理念也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江用绿色
发展贯通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战略
通道，走出了一条在绿色发展中脱贫，在
绿色创新中振兴，在绿色振兴中永续发
展的科学之路。

在精准扶贫基础上，南江县通过壮
大绿色生态产业，建成了南江黄羊、核
桃、茶叶、金银花、乡村旅游5个“百里特
色产业长廊”，形成了绿色循环的工业体
系，“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体系已覆盖
城乡。

绿色产业是生态宜居的基础，生态
宜居美丽新村是生活高品质的保障。截
至2017年底，南江县已成功创建省级园
林县城，同时依托地方优势资源，建设特
色小镇、美丽乡村，推出一批以文化、旅
游为主题的生态品牌。

文旅生态品牌迈向国际。地处川陕
交界处的光雾山镇，有“中国红叶之乡”
的美称。近年来，通过发展旅游业，这个
昔日偏僻的穷山村，一跃成为全县经济
发展最快的乡镇，去年全镇农民人均纯
收入 11236 元，居全县前列。以光雾山
旅游景区为龙头的旅游业在南江方兴未
艾，2017年全县接待游客77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62.8亿元，成为全省旅游经
济发展最快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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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 柳
洁、通讯员雷电报道：黄州萝
卜、红安红苕、麻城福白菊、罗
田板栗、蕲春蕲艾、巴河莲藕
……日前，在 2018 年大别山

（黄冈）地标优品博览会上，湖
北省黄冈市市长邱丽新当上了

“推销员”，向国内外数百名客
商推销黄冈地标优品。

在此次地标优品博览会
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部分电
商与黄冈地标优品企业等共签
订购销协议 135 份、协议金额
122.87亿元。同时，16家金融
保险机构对接 96 家地标优品
企业，并与其中88家签订融资
协议 6.1 亿元。此外，黄冈市
牵头成立了大别山（黄冈）地标
优品产业联盟，罗田11家企业
在“新四板”集中上市。

统计数据显示，黄冈市粮
食、油料、棉花、茶叶、蚕桑、中
药材、畜禽等大宗农产品产量
稳居湖北省前列，是湖北省三
大粮棉油、畜禽产品和水产品
生产基地之一。

近年来，黄冈获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73个，这些地理
标志产品犹如闪亮的金字招
牌，成了黄冈的新名片。

目前，地标产品已成为黄
冈农业的资源优势。2010 年
4月8日，蕲春县向原国家质检
总局申报蕲艾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短短几年间，蕲艾产业实
现了由小到大、由单品开发到
全产业链发展的飞跃，成为该
县支柱产业。2017年，蕲春蕲
艾综合产值超过30亿元，市场
主体超过1000家。

武穴市水田三熟油菜闻名全国，油菜常年种植面积
45万亩，其双低油菜是全国第一个油菜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2013年以来，该市着力打造“春来武穴看花海”活
动，赏花游客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5年吸引游客过百
万人次，通过“一枝花”（油菜花）撬动了武穴全域旅游。

截至目前，黄冈农产品地标产品种植面积 82.7 万
亩，产量42.09万吨，形成了4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农产品地标产品种植亩产值达3372.2元。

为了让地标产品翻越市场这座“高山”，黄冈实施“五
进一出”战略，支持地标产品进餐桌、进商超、进展会、进
网站、进景区和对外出口，提升“大别山优品”的附加值和
美誉度，形成区域公共品牌，力争吃得健康、吃得有文化、
吃得有品位，全力打造“绿色食品之城”。

邱丽新说，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的生态物
产资源，黄冈将探索“旅游+互联网+名优农副产品”发展
新模式，实现以文化吸引人才，以旅游带动人流，以商业
促进消费，构建良性互动的融合发展体系。

在精准扶贫基础上，四川南江县通过壮大绿色生态产业，建

成南江黄羊、核桃、茶叶、金银花、乡村旅游5个“百里特色产

业长廊”，“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体系已覆盖城乡

可持续发展

江西贵溪盘活闲置厂房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位于江西贵溪市经济开发

区的中臻铜业有限公司厂房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紧
张作业。这里以前是一片闲置厂房，贵溪经开区收购了
这片土地和厂房，出让给中臻铜业。为解决工业用地供
需矛盾，贵溪逐渐探索出一套闲置土地回收处置制度。

近年来，为了盘活闲置的土地厂房，让新引进企业早
入驻、早投产，贵溪市成立了江西省首个省级经开区金融
服务站，解决被盘活企业债权债务等问题，同时组建了盘
活闲置低效土地领导小组和投资发展公司，作为低效企
业、闲置土地的处理平台。目前，贵溪市经济开发区已回
收32家企业闲置土地，今年新入驻企业43家。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文晶、通讯员马远征报道：今年以来，
安徽泗县围绕脱贫攻坚工作，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据统计，该县全年17处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
全部完成并投入运行，26个村10.8156万农村人口饮水
安全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其中包含9个贫困村的7078名
贫困人口。

为了确保农村饮水建设保质保量，安徽泗县优先安
排财政资金及时到位，不断强化监督管理，在明晰工程产
权、落实管理主体的基础上，对工程运行管理、水价核定、
计量收费、养护维修、水源保护、水质监测等各项工作实
行全流程监管，确保每一处农村饮水工程都能建得成、管
得好、用得起、长受益。

安徽泗县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衡水市冀州区一家医药公司员工在查看药品分拣流水线。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吉林省白城市通榆
县委、县政府对近期招商引资领域违约失信问题开展了
专项整治行动。

为保证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加强调度和督查工
作，通榆县成立了由县委常委挂帅的领导小组，建立健全
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和监督管理机制，并将整改成果纳
入软环境评价体系，聚焦软环境建设的“痛点”“难点”“焦
点”问题，着力清理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中出现
的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做到一条一条整改，一项一项
落实。

吉林通榆县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