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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军队、公安类院校报考时注意什么？高考志愿填

报中有哪些容易踩的“坑”？96个“专业+学校”志愿的

选择策略是什么……对于如何科学填报，很多考生和

家长心有困惑。

长城新媒体集团特邀河北

师范大学教授苏志霞，河北师范

大学副教授左海云，河北科技大

学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峰，原

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高级教

师李春梅四位志愿填报专家，

为大家带来干货满满的志愿填

报讲座。

@2022河北高考生！
这份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请查收

六月，盛夏，新苇已然蹿

起，一根根，一簇簇，青翠欲

滴，随风摇曳。苇荡间河道纵

横交错，左右相通，穿行其间

的小船每每柳暗花明，恍入仙

境。这里是“天下第一荡”，就

在白洋淀。

白洋淀·新苇

□记者 武新杰 周亚彬 张谢雅

“露营热”热度不减“随手清”文明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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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晓明 王棋）在我们

的生活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

圾，这些生活垃圾如何处理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质量。那么，你知道生活垃圾是

如何处理的吗？日前，省发改委联合有

关部门启动“20项民生工程进行时”巡访

活动，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6月14日中午，在中节能（石家庄）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一辆写着“省会环

卫”的封闭式垃圾运输车从门口驶进垃

圾栈桥，一路将垃圾送往垃圾处理仓。

在投料现场记者看到，新倒进去的

垃圾和已经发酵好的垃圾经由两个垃圾

吊分区放置。新倒进去的垃圾一般需要

经过5-7天的发酵，然后经由垃圾吊抓

取投入焚烧炉进料口。

中节能（石家庄）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部部长葛硕帅告诉记者，垃圾

燃烧过程中会产生烟气，他们会对这些

烟气进行脱硝、脱酸、活性炭吸附、布袋

除尘等系列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最新建

设的一台焚烧炉引进了先进的SCR脱硝

设备，率先实现烟气超低排放。

“每天焚烧完的垃圾只产生约25%

的炉渣，炉渣经过进一步处理成为制砖

材料、铺路耗材等；还会产生3%的飞灰，

飞灰经过处理后，将被送入填埋场进行

填埋处理；产生的蒸汽通过推动汽轮机、

发电机进行发电，余热也会为周边的企

业、居民进行供热。”葛硕帅一一细数着

垃圾焚烧后的变身和去向。

“目前我们每天处理生活垃圾3000

吨，发电量 80多万度，供热量 1400多

吨。今年以来，公司减排二氧化碳达到

12万吨。”葛硕帅说。

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垃圾处理大有

可为。在正定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紧张作

业。正定县副县长秦云介绍，正定县日

产生活垃圾450吨，建成后，将实现正

定一县三区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处理，为全县居民创造舒适安

心的生活环境。

“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投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8座、在建2座，

总处理能力达到每天1万吨，初步形成

了东、西、南、北、中5个垃圾处理分区

的垃圾焚烧设施格局，实现了生活垃圾

焚 烧 全 覆 盖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到

100%。”石家庄市城管局三级调研员孙

魁全介绍。

垃圾处理牵系着民生保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处副处长范亚宁

介绍，为高质量完成年度任务，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采取“钉钉子”式的推进措

施，对项目建设“促帮督”。一是运用河

北省工程建设指挥调度平台“云视频”，

每周对施工现场进行调度，“拉网式”找

问题，要成效。二是委托国内优秀的第

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现场专业指导，根据

各个项目的特点和问题，精准提出解决

措施，帮助企业少走弯路、节约成本、高

效建设。三是工作专班“闹铃式”反复看

现场、督进度，严重滞后的派专家驻场指

导，确保项目一座座建成落地。

据了解，2022年，河北省“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工程”包括“建、关、治”三项

任务，包括建成17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设施，垃圾焚烧设施覆盖地区填埋场全

部关闭停用，全省126座填埋场全部完

成治理。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已关停填埋场121座，治理填埋

场已开工38座。

“全部完成后，全省将实现城乡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全覆盖、原生生活垃圾‘零

填埋’，我省生活垃圾治理从‘卫生填埋’

向‘绿色焚烧’跨越。”范亚宁说。

生活垃圾变身绿色资源

每逢周末每逢周末，，不少人选择在户外露营不少人选择在户外露营。。 记者记者 周亚彬周亚彬 摄摄

“今天，你露营了吗？”最近一段时

间，受疫情影响，人们出行半径缩小，不

少人纷纷选择在城市周边露营，各式露

营打卡在朋友圈不断刷屏。

当前，露营有多火？露营时需注意

什么？露营如何更好地规范管理？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在石家庄周边进行了

走访。

露营装备销售火爆，周末
近郊草坪“长满人”

“下次约着一起啊”“这周末去附近

山区露营吧，我负责开车，你负责拍照”

“我在桥西区，也喜欢露营”……前不

久，家住石家庄的小韩在网上发布了一

组露营的照片，不到半天时间就在评论

区找到了不少“同好”。

石家庄老兵户外用品店店长高女

士和小韩有着同样的感受，她接连用了

多个“火爆”来形容今年的“露营热”，

“我们卖户外用品19年了，主要经营牧

高笛、挪客、探险者等户外装备品牌，今

年有这么多订单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想

到会这么火爆。”

“以前露营用品一天最多卖十几

个，现在一天就能卖100多个，销量增

长了10倍。”高女士说，像帐篷、天幕、

桌椅、炉子这样的常用户外装备，很多

人一买就是全套。这也导致店里货品

库存告急，天幕的工厂订单已经排到6

月20日以后了，帐篷的型号也仅剩下

两种，其他均已售完。

在老兵户外用品店，记者遇到了正

在选购露营桌椅和营地车的宋先生。

“一开始我只买了一顶帐篷，体验两次

露营后感觉确实不错，这次来是为了补

充一些装备。”他告诉记者，受目前疫情

影响，近郊游成了他的首选，“周末带孩

子去草地上露营，可以让他多接触大自

然，减少玩手机看电视的时间。”

记者走访发现，每逢周末，在石家

庄市滹沱河两岸，河堤上、河滩边都停

满了车辆，帐篷、天幕一个挨着一个，几

乎有草地的地方都“长”满了人；在石家

庄市鹿泉区的山前大道附近、在井陉县

太行天路东线沿线等地，以及石家庄市

区的部分公园，也都有不少市民在户外

露营。除了搭建各式各样的帐篷，不少

人还带着便携桌椅，桌上摆满了各种食

物和酒水饮料，欢笑声中夹杂着烧烤的

味道。

“由于疫情的原因，出境游没有放

开，国内旅游市场出游半径缩小，现在

大家倾向于不扎堆、少聚集的周边游

和自驾游，露营很受大家欢迎。”河北

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的旅游规划师边

会珠告诉记者，露营不仅可以加强亲

朋好友之间的社交往来，还能亲近自

然、愉悦身心，这也是“露营热”的原因

之一。她判断，未来露营的需求只会

增加不会减少。

随地烧烤、乱扔垃圾等
行为不可取

露营，满足了人们在家门口享受

“诗和远方”的惬意。但记者走访时也

发现，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却大煞

风景。

在滹沱河生态区明曦湖公园附

近，虽然宣传牌上写有“禁止烧烤”的

标语，但仍有人在草坪上烧烤。待他们

大快朵颐之后欢乐而去，用过的炭火、

烧烤过的竹签、一次性餐具等垃圾随处

可见。

在滹沱河生态区，一名环卫工人告

诉记者，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从早上开

始，人们就会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露

营。大部分露营的人会携带熟食，自带

垃圾袋带走垃圾。但也有个别市民不

太自觉，“有的人带着烧烤炉来，在草坪

上烧烤，这样就会污染环境。”

记者注意到，尽管有工作人员在沿

线巡逻，但由于人员有限，露营的游客

太多，他们并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这些

随地烧烤、乱扔垃圾的情况。有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对不文

明现象进行劝阻，如果对方不听，他们

也没有办法。

一方面“露营热”，另一方面“煞风

景”，石家庄资深户外达人三丰坦言，

“露营热”需要“冷思考”。

“露营场地分为露营基地和野外场

地两种。成熟的露营基地包含各种生

活必需品和多种体验项目，有专门人员

管理，游客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保证安

全。而在野外露营地，由于没有垃圾

桶、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就会产生随意

丢弃的大量生活垃圾，超出自然环境的

承受能力，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进而增加公共管理成本。”三丰说。

三丰告诉记者，在露营圈有一个不

成文的规定，“不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

野外露营地点”，为的就是保护当地的

自然环境。

“现在一提到露营，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烧烤，而不是体验大自然，这是背

离露营初衷的。”三丰说，现在户外玩家

在露营时普遍遵循“无痕露营”的原则，

自觉做到百分之百带走自己产生的垃

圾，不在地面挖坑、破坏植被、留下烧痕

等，身体力行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划定可露营区域，普及
“无痕露营”理念

针对人们高涨的露营需求，河北师

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刘建民

认为，随着气温回升，加之受疫情影响，

本地休闲游成为常态，露营已经是当下

休闲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露营，

“宜疏不宜堵”，有序引导很重要。

“早在201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出

台了露营设施的建设标准，但缺乏明确

管理规范。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

露营的管理，出台相关细化政策。引导

有条件的户外空间增设专门的露营区

域，鼓励相关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露营

产品，并加强普及‘无痕露营’的理念。”

刘建民说。

刘建民进一步解释，要划定明确禁

止露营的区域，比如河湖森林邻近地

区、居民区附近不能露营，也可划定特

定区域为可以露营区，如公园绿地、大

型广场等地。要规范露营行为，提倡文

明露营、安全露营，使露营者遵守相关

规定，对违规者进行处罚，鼓励公众举

报破坏环境的行为，以及存在安全隐患

的情况。

“管理部门可以利用智能手段对露

营行为进行规范，及时制止不文明行

为。”刘建民建议，在加强管理的同时，

政府部门还应该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设施，促进露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

公众营造健康、安全、温馨的露营环境。

本报讯（记者烟成群 通讯员纪中林）河北省首个“数字

人民币应用试点示范村”日前在张家口市涿鹿县矾山镇东

关村正式揭牌。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

河北省联社）组织河北省联社张家口审计中心、涿鹿农商银

行与交通银行合作，积极推广数字人民币钱包，拓展受理场

景，并选择矾山镇东关村作为试点示范村进行重点建设。

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是

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此次应用试

点示范村的建立，也标志着河北农信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

正式拉开帷幕。

河北农信相关负责人介绍，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示范

村建设将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普惠水平和支付体系运行效

率，促进农村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培养农民数字人

民币消费习惯，稳步扩大数字人民币在农业农村领域的覆

盖范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贾宏博 李佳琦）记者日前从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6月23日，第六届河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大会

将在享有“中国菌乡”盛誉的平泉市举办，全面展示河北省

食用菌产业发展成果，搭建省内外食用菌园企对接和产销

衔接平台，促进“新发展格局”下食用菌产业的融合发展和

转型升级。

本届大会主题为“引领消费大‘食’代、开创菌业新‘冀’

元”，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专家高端对

话、百菇争“宴”品鉴、技术成果推介、产品产销对接等十多

项活动，进一步擦亮“冀”菇品牌，突出展示当前河北省及全

国食用菌产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方向。

食用菌产业已发展成为平泉市最具优势特色，辐射带

动能力最强，农民从中受益最多的农业支柱产业。目前，平

泉市累计建设10亩以上食用菌园区1500多个，组建食用

菌合作社400余家，食用菌产业带动全市3.5万户、12万人

就业创业。

近年来，河北省食用菌产业规模和水平持续上升。全

省栽培面积35.5万亩，总产量326万吨，总产值220亿元，

位居全国第五。

第六届河北省食用菌产业
发展大会在平泉举办

河北首个“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
示范村”在涿鹿县东关村揭牌

（上接第一版）巩固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退后十”成果，建设好张家口首都“两

区”，支持塞罕坝“二次创业”，筑牢京津

生态屏障，加快建设美丽河北。要认真

落实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

署，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和交通运输结构，推动我省钢铁、石化、

建材等重点行业绿色技术升级改造，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会议听取了关于核定和调整公布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

设控制地带的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工作方针，处理好文物保护与

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旅游开发等之间

的关系，合理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

控制地带，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

（上接第一版）三要牢牢把握重大机

遇，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投身重大国家

战略，引导更多中小企业用好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支持更多民

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重组、上市

融资、做大做强，打造一批行业领军企

业、龙头企业。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

北，要从优化营商环境抓起，各级工商

联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

质服务。

倪岳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

强对工商联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要

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要重视工商联干

部队伍建设，配强领导班子，提升队伍

素质，形成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浓厚

氛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贡献智慧和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活动前，倪岳峰、王正谱等省领导

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夏延军主

持会见活动。省领导王晓东、时清霜、

常丽虹，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

（上接第一版）共安排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

行业高端会议暨产业对接会、张家口市后冬奥

经济发展高端会议等13项活动。创新发展板块

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共安排河北省开发

区创新发展能级提升高端会议、中科院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合作对接会等6项活动。国际交流

板块立足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共安排中

国国际地理标志品牌合作大会、河北省出口商

品展等9项活动。招商推介板块围绕投资环境

推介及项目对接，共安排跨国企业河北行·走进

廊坊活动、河北自贸试验区重点产业招商推介

会等11项活动。

此外，本次大会将呈现出四大鲜明特点。

突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数”立云上办会

“新标杆”。活动安排突出简约化、务实性。结

合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本届廊洽会采取“现

场参会+网络直播+视频会议连线+线上虚拟

展馆”等形式举办，将嘉宾在线交流、对接洽谈

等议程环节移至云端，确保疫情防控和参会效

果两不误。开幕式彰显国际化、开放性。作为

大会的启幕活动，开幕式将在廊坊搭建主会

场，邀请部分境外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驻华

使馆领导，境内外知名商协会负责人、知名企

业高层现场或线上致辞、演讲，借助新媒体平

台对开幕式进行中英双语全球直播，让中外嘉

宾跨越空间相聚线上，实现“零距离”对接交

流。展览设计体现科技感、创新性，邀请知名

专业机构，搭建高端大气、新颖独特的“云展

厅”，运用VR、3D、视频等技术形式，全方位展

示国内外产业发展成果、先进技术和产品，为

嘉宾客商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沉浸式的观展

体验。

突出产业前沿思想碰撞，邀请权威人士把

脉产业发展方向。本届廊洽会聚焦全球高端高

新产业发展趋势和前沿性热点，力邀一批专家

学者、科研机构代表、行业协会企业家现场把脉

支招，共同引领行业发展风向。其中，第五届中

国国际临空经济发展高端会议将邀请临空经济

产业知名企业、科研院所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与

会，围绕后疫情时代全球航空市场、打造世界

一流航空枢纽等内容进行深入研讨，力求出

新、出彩、出成果。河北省开发区创新发展能

级提升高端会议将邀请开发区创新发展领域

专家学者、省内外优势产业、头部企业负责人

与会，以“增强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活力动力、提

升产业发展能级”为主题，现场分享创新经验、

拓宽工作思维。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合

作对接会通过发布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路演一

批重点合作项目，推动河北省企业、机构与中

科院创新团队对接合作，促进成果向河北省聚

集、转化。

突出洽谈签约精准务实，倾力打造项目建

设“强磁场”。本届廊洽会会前按照招商产业、

招商对象、招商举措、优惠政策和落地措施“五

个精准”要求，瞄准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

业龙头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靶向招商引资、

对接项目，提前搭建沟通桥梁、畅通洽谈渠道、

砸实合作基础；会间坚持务实原则，以重点开

发区为承接载体，推动一批支撑力大、功能性

优、导向性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上会签约；会后

强化项目审批、融资等保障，全面提速项目建

设进程。

突出疫情防控“细严实勤”，全方位做好大

会服务保障。在河北省卫健委指导下，充分借

鉴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经验，研究制定廊洽会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成立卫生安全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确定5家定点救治医院，组

织100余名专业人员建立医疗救治应急专家团

队和发热人员诊疗专家团队。同时，盯紧“人、

物、馆”三个重点环节，严格落实查验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行程码等防控措施，确保不留死角。

针对会议会展场馆、宾馆酒店、交通工具等重点

部位，定时进行卫生清洁和消毒消杀。此外，加

强突发疫情应急演练，提高防控综合处置能力，

确保本届大会顺利举办。

解放思想奋发进取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贡献

2022年廊洽会拟举办51项主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