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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风雨无阻向前行

跟着代表委员到基层

棚上光伏板，棚内果蔬田。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我省各地乡

村振兴大招连连。承德县有一家产业园在蔬菜大棚上作文章，

把“农光互补”的绿色农业搞得风生水起。

啥是农光互补？先看大棚顶上这一排排光伏板，“吸”光

“吐”电，有排面；再看大棚里的瓜果长势正旺，有“钱”景。发电

种菜两不误，妥妥的一地两用。

农光互补，补的是啥？一补光，棚上架光伏板，土地利用率

上去了，产业成本下来了，一升一降，借绿生金。二补农，仔细

看，这些光伏板的位置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有的光伏板把大棚

遮得严严实实，棚内长的是喜阴的食用菌；有的光伏板把大棚

遮住了一半，棚内栽的是“娇气”的叶菜和花卉；有的光伏板退

到了大棚身后，那棚里种的就是喜阳的瓜果类。因棚架板，有

进有退，一进一退间，给了棚内作物十足的安全感。还有一个

知识点，这棚内照明、秧苗灌溉、菌菇风干、果品冷藏，用的都是

园区“自产”的电，生产成本又降了一截。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农光互补效果咋样，老百姓有

话说。

村民邵亚新说：“我们老百姓把地租给园区，租金装进自己

的兜里，而且还能到园区干活，工资保证一天一结，守家待地增

收，确实不错。”要是赚了租金和薪金

嫌不够，还有啥增收好法子吗？有，跟

园区搞合作种植，自己当老板，蹬上村

的梁怀杰说，去年承包大棚，种了9万

棒香菇，一年就赚了十五六万，比外出

打工可强多了。棚上有光伏、棚内有

产业、周边能务工，这对农光CP必须

“锁死”。 （记者 蒲冬子 黄云霞）

既是百米冠军，又是大力水手，还能接入 AI 提升“学

历”……这么“卷”的机器人，就是邯郸一家机器人集成公司生

产的最新款重型堆垛机器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我省在大力

培育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款机器人就跑在了仓储

机器人界的新赛道上。

重型堆垛机器人身兼数职，掌管着一整个大型现代化立体

仓库，既是管理员，也是分拣员、搬运工。别看它名字叫重型，

干起活来轻巧得很。1分钟能跑240米，堪称机器人界的苏炳

添。机械臂和吊钩也够灵活，精准抓住货品，稳稳放到设定的

位置。一次搬运1吨重的钢铁模具，在24米高的仓库里上挪下

移。在AI控制下，它还能识别生产日期，让出厂较早的货物优

先出库。有它在，货物出库入库都不会迷路。

重型堆垛机器人如此爆棚的科技感，来自企业强大的创新

能力。邯郸这家企业，正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

新产品结构、改革生产工艺，还把AI算法注入机器人的大脑，

让机器人自主学习，提高效率。冰雪聪明、灵活自如的机器人，

跟谁搭配都干活不累。

“小巨人”撑起了“大创新”。这项

新技术打破了国外企业垄断，填补了

目前国内仓储机器人中高端市场的空

白。这么高端的仓储机器人，售价仅

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多。所以企业订单

一路“狂飙”，今年一季度，他们的目

标：卖出2个亿！

（记者 刘赛希）

“小巨人”再刷“天花板”

好土才能打好粮。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今年河北省委一号

文件再一次提出要提升耕地质量。

可您知道吗？大自然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200年左

右的时间，要是变成适合耕作的壤土，得再需要200到400年，

是不是非常珍贵？

城镇化、工业化的脚步不能停，耕地保护的红线不能破，要

想有更多的耕地，而且是好耕地，实在是太难了。沙河市就用

沃土“搬家”的方式，破解了这道难题。

沃土“搬家”又叫“耕作层剥离再利用”。过去，某块地被

征用作为建设用地，手续一批下来，建设方就开始挖坑，表层

土、深层土一股脑全拉走，然后找个犄角旮旯堆个土山或者填

个土坑。

现在呢，他们对那些土质松软、养分充足的沃土，先把上层

的土壤层进行剥离，“移栽”到贫瘠或者新开垦耕地的表层。这

样，珍贵的沃土就在异地“重生”了，搬到新家的沃土，自然会给

这里带来丰收和希望。

到目前，沙河市用这种方式再造、新增耕地达到260亩，相

当于2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每亩增产

粮食能有300斤左右。除了沙河，唐

山的遵化、邯郸的磁县也在这么干，

造出了更多的好地，我省今年要新建

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22万亩。土

地“飞”起来，次田变良田，是不是很

有创意？

（记者 贾宏博）

会“飞”的土地

棚上光伏板 棚内果蔬田

本报讯（记者李丽钧 通讯员何
菲 贾牧霖）近日，河北省财政厅制定

《财政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措施》，

提出重点实施十方面措施，支持能源

结构、工业领域、交通体系、城乡建设

等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河北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政策措施明确，按照“远近衔接、

综合施策、激励约束、精准发力”的原

则，综合运用财税政策保障、完善多

元化投入机制，支持碳达峰碳中和。

财政支持政策、重点方向和领域涵盖

能源结构、工业转型、交通运输、城乡

建设、减污降碳、科技创新、循环经

济、碳汇能力等方面内容。

能源结构方面，对节能降碳、循

环经济、清洁生产等项目给予支持，

根据年度评价结果对节能削煤先进

地区给予奖励。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群示范建设。积极谋划推进抽水蓄

能等重大工程，加快化学储能、压缩

空气储能等规模化应用。

工业转型方面，推进节能低碳、

工业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先进工艺

技术装备应用，推动钢铁、建材、石化

化工等高碳行业绿色低碳改造。促

进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新材料、

新能源、绿色环保等重点行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发展。

交通运输方面，支持城市交通领

域新能源汽车运营，对国家公交都市

建设示范城市、国家绿色货运配送示

范城市给予奖励。统筹交通运输等

领域资金，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

范县、绿色出行创建城市给予补助，

提升城乡交通运输服务均等化水平。

城乡建设方面，对符合条件的超

低能耗建筑示范、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等项目给予补助，提升建筑能效水

平。鼓励市县统筹使用老旧小区改

造相关资金，持续推动老旧小区建筑

节能和供热管网等基础设施改造。

对“气代煤”“电代煤”、洁净煤取暖给

予运行补助，持续推进农村用能低碳

转型。

减污降碳方面，对钢铁、水泥、

焦化等重污染行业及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项目给予补助，促进氮氧化

物、挥发性有机物以及温室气体协

同减排。支持碳排放统计核算和

监管体系、碳排放监测和计量体系

建设。

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省级科技研

发资金引导作用，扩大科研经费使用

“包干制”试点范围，推动开展低碳零

碳负碳关键技术基础研究，支持绿色

低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典型场景

应用示范。

循环经济方面，引导各地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质

增效。深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加快

高标准农田和秸秆综合利用及收储

运体系建设。

碳汇能力方面，综合采取财政贴

息、补助、奖励等方式，推动实施太行

山—燕山绿化、张承坝上造林、白洋

淀上游规模化林场建设，推进白洋

淀、衡水湖、南大港、曹妃甸等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

政策措施还提出，要从用好政府

债券资金、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积极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推动市场化

机制建设等四方面入手，完善多元化

投入机制。要加强各类财政资源统

筹管理，落实绿色税收和政府绿色采

购政策，加大对碳达峰碳中和关键领

域、关键行业支持力度，推动碳达峰

碳中和顺利开展。

本报讯（记者蔡建刚 通讯员王达）近

日，河北电力现货市场成功开展新一轮的模

拟试运行，本次模拟试运行将新能源纳入现

货市场，市场化用户申报参与市场定价，这

标志着河北现货市场建设运营实用化又取

得了新进展。

国网河北电力积极服务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探索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新型电力系

统平衡消纳能力。截至2023年1月底，河

北南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3071.6 万千

瓦，全口径装机容量占比达到49.5%，超过

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

本次模拟试运行，国网河北电力组织

62台燃煤机组、216家新能源场站、10家电

力用户及52家售电公司参与。各类市场主

体同台竞价，通过市场价格反映电能供需的

稀缺性，高峰时段激励发电企业多发电，用

户侧负荷错避峰，通过价格信号促进高峰保

供和低谷新能源消纳。

下一步，国网河北电力将围绕电力市场

建设这一核心，以“保供应、促消纳、稳市场、

助转型”为工作重点，持续完善适应能源转

型发展目标要求的市场机制、深度挖掘灵活

保障性资源，创新第三方主体参与市场的新

型商业模式，着力提升河北南网的资源配置

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和智能互动能力，助力

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代姣 王守一）3月
17日上午8点，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恒盛纺织分公司的会议

室里特别热闹，刚交班的女工们正等

着冯姐给大家讲讲从全国两会上带回

来的新消息。

女工们口中的“冯姐”是全国人大

代表冯丽朝，她是恒盛织造车间乙班

教检工。全国两会闭幕后，她第一时

间返回工作岗位，并在班后会上向同

事们传达两会精神。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多次提

到了制造业，说要推动产业向中高端

迈进。咱们纺织行业是制造业中的重

要门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

咱们的努力。”说这话时，冯丽朝的语

气里充满激动和自豪。而要担起这份

责任，冯丽朝总结了三句话：不断学

习，提升技能，坚持创新。

织好一匹布，以前靠练习，现在要

靠创新，靠各环节科技水平的整体提

升。进入纺织行业27年，冯丽朝见证

了市场对产品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

也更加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创新，一方面需要企业不断加大

投入，另一方面，咱们一线工人也要结

合日常工作，集思广益、各显神通，咱

们5个创新工作室的作用要积极发挥

起来。”冯丽朝说。

为了让技术人才发挥领军作用，

团结协作搞创新，常山北明建立了5个

创新工作室，领头人由劳模工匠担任，

冯丽朝也是其中2个工作室的成员。

近三年来，创新工作室开展工艺改进、

技术革新超200项，有力推动了企业

提质增效。

“大家不要光听，也要主动参与进

来。在工作中发现了问题，或是有了

好点子，都可以提出来，利用创新工作

室这个平台，为咱们厂开发新产品、提

升产品品质出谋划策。”冯丽朝说。

搞创新，不光要善于从实践中发

现、总结，也要不断学习提高。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制造业要向

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也和咱们

有密切的联系。你看咱们车间的智能

制造项目，装备智联化、制造数字化，

就是要从源头上控制成本，实行精细

化管理，全流程追溯，达到提质增效的

目的。但这也给咱们一线操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冯丽朝说，一线工人不

仅要对本职工作手到擒来，对于新技

术、新知识也要多学习，利用数字化技

术，提升操作技能水平，助推企业高质

量发展。

“两会精神鼓舞人心，冯姐结合我

们的工作来讲，让我更清楚了该怎么

做，对未来也更有信心！”谈起这次班

后会的收获，恒盛织造二车间乙班组

长安宁宁说。

“全国两会结束了，新的征程已经

开启。”冯丽朝说，她将继续扎根基层

一线，坚持创新发展，把好产品质量

关，织好每一匹布，一针一线织出未来

的美好蓝图，为纺织行业、制造业发展

做贡献。

本报讯（刘丽婕）近日，河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印发制

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任务为督

促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加强日常监

督检查、加大执法普法力度、推进标

准规范贯彻落实、强化宣传引导。

通过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解决一

批突出问题，查办、曝光一批违法案

件，宣传一批典型经验，形成一批有

效方法，坚决遏制餐饮浪费势头，力

争取得可感知、可检验、可评判的工

作成效。

我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

督导检查、执法处罚工作力度，组织

开展“随机查餐厅”、监管部门异地

互查、暗访暗查等行动；积极推广

“按位供餐”“半份半价”“小份适价”

和公勺公筷、分餐制等服务，落实节

约用餐提醒提示制度；聚焦外卖点

餐和婚宴、自助餐、单位食堂等重点

环节、重点场所，加大执法普法力

度，从严从速查处纠正未主动提示、

诱导超量点餐等违法行为。

河北十项财政政策措施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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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技能练本领，织出未来好图景

3月16日，玉田县窝洛沽镇一家床垫制造企业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无人机照片）。床

垫制造业是玉田县窝洛沽镇的传统特色产业。近年来，玉田县通过引导企业更新设备、引进

技术、打造自有品牌等举措推进床垫制造业升级，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窝洛沽镇共

有床垫制造企业90余家，年产值近3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外。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玉田：打造床垫产业集群

（上接第一版）通勤圈尽快形成同

城化效应。加快完善协同发展体

制机制，形成有利于三地一体化

发展的强大合力。

倪岳峰说，规划建设雄安新

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

选择，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战略举措。河北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雄安新区的关心关怀和

殷切期望，以大历史观推进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深入实施重点项

目，全力服务有关央企总部建设，

大力吸引央企二三级公司落户，

积极承接在京高校、医院等疏解，

持续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取得

了重要阶段性成效。北京市高度

重视、大力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鼎力支援“三校一院”建设，积

极推动在京央企、高校等疏解转

移，选派优秀干部人才参与新区

建设，为办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提供了强大助力，河北人民铭记

在心。河北将认真学习借鉴北京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经验，严格

执行规划，系统谋划推进，加强质

量监管，努力创造“雄安质量”。

要自觉服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大局，全面落实疏解清单，创新完

善支持政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

中承载地。要积极构建协同创新

共同体，建设创新发展联盟，集聚

优质创新要素资源，营造有利于

普遍技术进步的良好环境，努力

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

发展示范区。要加快恢复白洋淀

“华北之肾”功能，深化区域流域

协同治理，统筹城水林田淀系统

治理，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坚决当好首都生态安全屏障。

座谈会上，殷勇、王正谱代表

两省市共同签署了《北京市人民政

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河北

雄安新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市

政府秘书长穆鹏；省领导张超超、

张国华、葛海蛟、武卫东、董仚生、

吴晓华、严鹏程、金晖、董兆伟、康

彦民，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

活动。

河 北 开 展 制 止
餐饮浪费专项行动

（上接第一版）推动工作落实。要针对京津冀协同

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等

方面问题，督促被审计单位自查自纠，举一反三，问

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制

度建设不到位不放过。要深化标本兼治，不断完善

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整改工作

机制，以高质量审计为省委决策提供参考，以高质

量监督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

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完善工作格

局，压实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和相关部门责任，推

进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监督、组织监督等各

类监督贯通协同。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原则、敢

于担当，切实做到依法审计、文明审计、廉洁审计。

要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专业训练，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审计干部队伍，

为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省领导刘昌林、葛海蛟、柯俊、高云霄参加

会议。

深化拓展京冀务实合作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