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日至2日，第二届创

新驱动发展大会暨新材料技术

大会在涞源县举行。本届大会

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省科

学技术协会、保定市人民政府

主办。

本届大会以新材料·新产

业·新动能为主题，旨在聚集

院士专家智力资源，瞄准保定

市新材料产业链需求，探讨第

三代半导体、高分子材料等新

材料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的

新思路与新方法，共商半导体

产业园区发展新模式、新路

径，助推保定创新驱动经济强

市建设。

此次大会上，分别举办了

新材料技术大会、“百千万”服

务区域发展行动京津冀座谈

会、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研讨会

等学术性会议。其中，在新材

料技术大会上，与会院士专家

干勇、聂祚仁、黄小卫和于坤

山分别以《制造强国新材料发

展战略》《材料全生命周期的

环境友好发展》《稀土材料发

展现状及应用前景》《第三代

半导体：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为题作主旨报告。

在中国科协召开的“百千万”

服务区域发展行动京津冀座

谈会上，中国科协学会部介

绍了“百千万”服务区域发展

行动开展情况，“三库”建设标

准征求意见稿及座谈会目的，

对“三库”建设标准提出意见

建议。

据了解，创新驱动发展大

会创立于 2018 年，每年举办

一次。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

是保定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全

力打造创新驱动示范市升级

版的实际步骤和重要举措。

2014 年 10 月,保定市被

中国科协确定为全国首个创

新驱动发展示范市。五年来，

该市将中国科协作为支撑保

定创新发展的“发动机”之一，

聚焦企业主体、搭建创新平

台、推动创新创业、探索合作

模式，推动建立 62 家全国学

会工作站，开展技术合作 188

项，发起组建院士工作站 32

家，建立了现代农业园区、柿

子、辣椒等一大批产业协同创

新共同体及专家智库，推进一

大批科技资源、研发机构、成

果孵化项目等工作落地。成

功举办了首届创新驱动发展

论坛、智慧城市发展论坛、“院

士专家保定行”等国家品牌活

动3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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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大街南延工程跨京广铁路的转体斜拉
桥，采用了国际领先的子母塔双转体施工技术，占据
了世界上跨度最大、吨位最重、球面平铰直径最大，
三个世界第一，一座新地标建筑，就此诞生

“““““““““““““““““““““““““““““““

日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 2019 年中期业绩预告

——今年上半年销量增速4.7%，

实现营业总收入413.8亿元、净

利润15.7亿元。

在市场波澜不惊的大背景

下，上半年长城汽车销售新车

49.35万辆，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

销量增长的企业之一，实现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亿元。

分析长城汽车四大品牌半年

销售业绩，哈弗SUV成为车市寒

冬“破冰”的锋刃，销量突破35万

辆，增幅 8.5%；WEY 品牌销量

4.6884万辆，成功打破外资品牌

对中高端SUV市场的垄断；新一

代电动小车欧拉R1销量 2.7万

辆，面世时日不长便以惊人速度，

挺进中国新能源市场销量前10

名；长城皮卡销量6.48万辆，在国

内皮卡市场占有率35.2%，相当

于第2至第4名车企的销量总和。

像高考没偏低单科一样，长

城汽车各品牌销量不出现“短

板”，实现年度目标就相对轻松。

这说明，面对不变的市场，优秀企

业也在及时自身调整、自我改变，

在稳健运营中寻找新的突破。

这两年，中国汽车市场由增

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大企业愈

大的行业特点明显。由此，长城

汽车已调整应对措施，一方面梳

理业务架构、调整战略布局；另一

方面为合作伙伴“减负”，实现全

价值链的高品质发展。

年初，长城汽车分别成立蜂

巢易创、曼德电子电器、诺博汽车

系统和精工汽车，零部件业务完

全分离、独立运营。在剥离零部

件板块后，不仅自身更加专注整

车制造业务，轻装上阵、抵御寒

冬，也利于各零部件公司自主参

与竞争，加速革新和产品升级。

在“国六”到来，长城汽车率

先完成“国五”向“国六”车型切

换，推出多款符合国六B排放标

准的产品，使经销商摆脱库存压

力。在整车“心脏”上，长城整车

为满足国六标准，并未降低装配

发动机的功率，这成为一大卖点

和盈利点。

营销渠道升级、提升营销能

力是实现销量增长的关键一环。

上半年长城汽车在北京开业首家

品牌体验中心。随后，其发布“百

城百店”计划，两个月内在全国集

中开业100多家门店。

面对国内国际车市下行，上

半年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竣

工投产，F7在此工厂下线并在海

外上市，借力国际市场进入全新

阶段。今年4月，长城汽车举办

全球战略商务合作伙伴签约发布

会，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等国

的几十家经销商代表和30家合

作伙伴签约。至今，长城汽车已

在全球60多个国家建立营销网

络500多家，累计实现海外销售

60多万辆。

良性发展是塑造未来的前

提，长城汽车确立以清洁化、智能

化和网联化为目标的发展方向。

打造基于5G+AI技术、以体验驱

动、带给用户全生命周期体验与

服务的“出行机器人”。

7月30日凌晨，一座桥的转

体牵动了大半个保定城。本次转

体的桥梁重量和跨度均刷新了世

界同类桥梁的纪录，随着两桥精

准合龙成功，现场欢声雷动。

一座新地标建筑，就此诞生。

何以如此多市民半夜还在关

注这座桥？何以非得用转体的方

式建桥？这座桥有哪些亮点，对

于乐凯大街南延又有着怎样的意

义？带着这些疑问走近这座大

桥，了解这座保定新地标。

一座新地标的诞生

2016年2月26日，保定乐凯

大街南延工程动工。北起乐凯大

街与三丰路口交叉口北400米

处，南至清苑和平大街，道路全长

11.93公里，预计投资30.28亿元。

彼时，作为保定市第一条高

架路缓解主城区西南部交通压力

的“一纵”，乐凯大街南延项目备

受瞩目。项目建成后，将在三丰

路、太行路、南二环、长城工业园

区处开设上下匝道，能够有效分

流朝阳大街交通，改善六道口及

周边交通状况。对于连通主城区

与清苑区，带动周边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意义非凡。今年初，随着

乐凯大街北延连通到徐水瀑河水

库附近，市民对乐凯大街南延更

加关注。

创下三项世界之最

作为保定乐凯大街南延的关

键性节点工程，跨京广铁路的转

体斜拉桥始终是市民关注焦点。

整座大桥全长 495 米，桥面宽

39.7米，为双向八车道。大桥施

工采用了国际领先的子母塔双转

体施工技术。其中，南侧子塔转

体桥梁长204米，重3.5万吨，转

角67.4度；北侧母塔转体桥梁长

度为263.6米、重达4.6万吨，转

角52.4度。大桥合龙后有一定坡

度，每100米上升2.6米，中间合

龙的部位就是最高点。

负责现场施工的中建交通集

团相关负责人姜薪介绍，转体桥

梁的总重量为8.1万吨，相当于５

万辆小轿车的重量。在目前已成

功转体的转体斜拉桥中，乐凯大

街转体斜拉桥占据了世界上跨度

最大、吨位最重、球面平铰直径最

大，三个世界第一。此外，大桥扩

底桩桩长为亚洲第一。

大桥转体之前，消息迅速传

遍古城。不少市民对采用转体的

方式，心存疑问。对此，姜薪介绍

称，桥梁转体施工技术是指将桥

梁结构在非设计轴线位置浇注或

拼接成形后，通过转体就位的一

种施工方法。这种方法可使桥

梁施工克服地形、交通、环境等

条件制约，节省工程造价、缩短建

设工期，同时保证施工过程的安

全可靠。

“黑科技”让大桥转起来

本次转体的桥梁主桥长495

米，由北向南跨越京广铁路大动

脉的21轨铁路线，平均每日经过

列车160多趟次。如果不采用子

母塔双转体施工技术，很难保障

京广铁路正常运行。通过转体施

工，南侧子塔自梁面以上高53米，

北侧母塔自梁面以上高68米，使

得桥梁建设对下方铁路大动脉产

生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

除了2000吨千斤顶的牵引，

为了让这两座庞然大物转起来，

在大桥建造过程中，负责施工的

中建交通采用了“黑科技”。在母

桥桥体基座的下面，施工方安装

了一台直径6.5米，重92吨的“转

动装置”，通过它使整座数万吨的

桥梁转起来。姜薪称，这个“转动

装置”学名叫作“转体球铰”，俗称

“转铰”，是转体施工的关键结构，

制作及安装精度要求高，转铰球

面度误差和高程误差均不得大于

1mm，且需要保证运输过程安

全、结构无变形。此次安装的“转

铰”，6.5 米直径目前为世界最

大。它既显著降低摩擦系数，又

满足了大承载力设计要求，解决

了大吨位桥梁转体装置超大承载

力、灵活转动的难题。

目前，随着大桥成功转体，

下一步工作将放在合龙方面，

中跨合龙和边跨合龙工作完成

后，再把两边衔接的引桥做完，

桥面涂上油面就可以形成通车

条件。

本报讯（通讯员陆征 张
洁）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保定市

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新缴费基数

调整日期，由每年1月改为每

年 7 月。同时，今年 7 月至

2020年6月，灵活就业人员医

保缴费基数有所调整，由3191

元下调至2833元。

本次调整后，灵活就业人

员按 8%比例缴费的调至

226.64元/月，按5%比例缴费

的调至141.65元/月。参保人

可自愿选择按8%或5%的比

例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每半

年缴费，即分今年7月至9月和

明年1月至3月两次缴纳。大

额医疗保险费每人每年120

元，每年1月至3月缴纳。

本报讯（记者李刚）7月30日，保定市2019年第

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徐水经济开发区百度

云计算（大王店）项目现场举行。项目涉及人工智能、

汽车配件、电力系统等多个领域，总投资42亿元。其

中，百度人工智能云计算中心项目投资20亿元，将优

化该区在人工智能与计算及相关产业方面的不足。

本报讯（通讯员杨瀰）日

前，高阳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下发通知，号召全县人

民向“援青老路工”臧建文学习。

今年72岁的臧建文，高阳

县南街社区人。1972年到海

拔4200多米的青海省雪山乡

一所学校做木工。由于地势险

峻、封闭，雪山乡是唯一不通公

路的地方。1974年，臧建文作

为技术员参与公路的修建，打

通雪山乡与外界的通道。

1975年5月，一条长50多公里

的砂石公路正式开工修建。4

年多的修路工作，臧建文饱受

高原反应、高寒气候的侵扰，以

至于现在落下了老寒腿的毛

病。1978年10月1日，公路胜

利竣工通车，打通了雪山乡与

外界的通道，雪山乡的发展进

入了“快车道”。

目前，雪山乡成为全州44

个乡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一个

乡。臧建文回到高阳后，默默

无闻地工作生活，未向任何人

提及在雪山修路的经历。

本报讯（记者李艮春）2019京津冀中国体育彩

票“狼牙山”国际铁人三项大赛将于8月31日至9月

1日在易县举办。本次大赛设有铁人三项和骑跑两

项。其中，铁人三项采用奥运会标准51.5公里的距

离，即第一项1.5公里游泳，第二项40公里自行车，

最后一项10公里长跑，由参赛选手不间断连续完

成。铁人三项男子组设9个组别、女子组设6个组

别，男女各组录取前8名。骑跑两项男子组、女子组

各设3个组别，男女各组录取前6名。

保定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执行新标准

销量增速4.7%的背后

7月30日，顺平县爱心企业家、河北凤凰山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学鹏（左），专程到曲

阳县县城和灵山镇朱家峪村，为杨志梅、杨俊英2

名抗战老兵分别送上3000元慰问金。郭英焜 摄

本报讯（记者李艮春）7月30日，阜平·中国风景

摄影大展暨“追梦太行，寻味阜平”全国摄影大展启

动仪式在阜平县骆驼湾村举行，并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作品，征稿截至2020年1月31日。经评选后，将

选取入展作品100幅。投稿作品必须取材于阜平县

行政区划范围内，并能指明具体拍摄地点。作品不

限拍摄工具，相机、手机均可。每位作者送选作品数

量不超过30幅(组)，可通过邮箱投稿，也可以通过光

盘、U盘邮寄的方式投稿。

——保定乐凯大街南延工程跨京广铁路转体斜拉桥成功转体纪实
□通讯员 姚琳 邸志永

——长城汽车中期业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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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保定供热公司召开2019年复转军

人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尽力解决其个

人的生活困难与工作难点。 张晓静 摄

高阳开展向“援青老路工”学习活动

□□通讯员 苏兰生 张洁

保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阜平启动风景摄影展

博野建设“中国北方生态涂装城”

本报讯（通讯员李善奇
门倩）近两年，博野县以“晨阳”

落户为契机，把打造“中国北方

生态涂装城”作为“十三五”规

划和工业立县的战略决策。

晨阳水漆博野公司设计年

生产水性工业漆12.5万吨，解

决当地就业人口1000多人。

据介绍，博野县建设北方

生态涂装城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涂料化工产业是博野县的

传统产业，在1990年代就是全

国闻名的油漆之乡，已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培育出

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和营销人

才。尤其是“晨阳水漆”项目落

户博野，为涂料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易县将办铁人三项赛

本报讯（通讯员杨美）保定银行业加大对民营经

济的支持服务力度，截至6月末，辖内5家大型银行

和2家股份制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全辖小微专

营和科技专营机构数量达54家。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扩展服务渠道。上半年，保定组织精准银企对接

会20余次，7家银行和晨阳工贸、中兴汽车、河北紫

巍山等17家企业成功对接，新增信贷投放7.27亿

元，为民营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保定民企上半年
新增信贷7.27亿元

聚专家之智聚专家之智 探发展新路探发展新路
——记第二届创新驱动发展大会暨新材料技术大会

□通讯员 王芳 记者 李刚

一桥飞架南北

本报讯（通讯员杨梦幻 张冬 记者李艮春）8月3

日，阜平县举办第四届马兰儿童音乐节，马兰小乐队、

魔童小乐队、易燃少年乐队

等献上精彩表演。据了解，

位于阜平城南庄镇的马兰

村，曾是《晋察冀日报》报社

所在地，也是第一部《毛泽

东选集》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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