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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远程医疗：
救护车上完成治疗

——感受5G新变化②

北斗精准导航

地头自动换向

全程无人驾驶智能作业在赵县首试成功

1至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21%，但也存在行政村覆盖难等问题

“快递下乡”如何实现“快递进村”

□记者 宋 平 见习记者 关晓红

2017年以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
先行在石家庄、邯郸开展了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今年4月，省政府办公厅出
台《关于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
见》，要求 2019 年底前，各市全面启动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按照要求，我省各地突破
难点，不断探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的经验做法。

近日，记者深入试点小区，对我省垃圾
分类的一些做法进行探访。

“智能管理+积分奖励”，让
生活垃圾各归其位

6 月 11 日 9 时，石家庄市紫东苑小区 1
号楼居民陈计珍阿姨，出门遛弯时顺便将
家里的餐厨垃圾带了出来。在楼前的“石
分美”智能易腐垃圾桶前，她熟练地在垃圾
桶按键位置输入手机号，打开垃圾桶，将餐
厨垃圾倒入桶内，并将垃圾袋放入旁边标
有其他垃圾字样的黄色垃圾桶。不到10秒
钟，一次垃圾分类投放便完成了。

完成垃圾投放后，智能易腐垃圾桶对
投放的垃圾自动称重、自动识别，并将数据
上传到后台数据库，相应的积分也随之计
入陈阿姨在石家庄推进垃圾分类平台——

“石分美”垃圾分类智慧平台的账户上。
“别看我上了岁数，也要跟一跟垃圾分

类的时尚。”陈阿姨乐呵呵地说，“有了积
分，我就可以通过‘石分美’换香皂、洗衣液
等日用品。”

能够换积分的不只易腐垃圾，居民还
可以将可回收垃圾投放到小区的“石分美”
智能垃圾回收房，换积分兑礼品。

“一公斤纸箱可以积 40 分，折合 0.8
元，价钱不比市场价低，而且不用自己费劲
找人回收，既方便又实惠。”3号楼居民陈令
银大爷很是看好垃圾分类。

除了智能垃圾回收房，记者发现，紫东
苑有很多垃圾桶。在3号楼下，放置着分别
标有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字
样的绿色、蓝色和黄色垃圾桶；中心广场
上，放置着标有有害垃圾字样的红色垃圾
桶；每栋楼前还放置着三个黄色垃圾桶。

垃圾桶分得如此精细，扔垃圾不就变
成了一件麻烦事？

在陈令银大爷看来，这不是麻烦事，反
而是分内事。“垃圾分类喊了很多年，自己
却不知道该怎样分类，分完类又该放到哪
儿。现在规矩细化了，分类投放的垃圾桶
也有了，做分内事还能积分换礼品，自己都
不好意思随便扔了。”陈大爷说。

目前，负责紫东苑垃圾分类的河北绿
色永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在石家庄100
多家机关、社区、学校开展了垃圾分类试
点。作为首批国家垃圾分类试点城市，截
至 2018 年底，石家庄市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覆盖居民5.7万户。

同样作为国家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邯
郸，也推广了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系统，用

“智能管理+积分奖励”的方式，提高了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生活垃圾分类要实现由‘要我分’向
‘我要分’的转变，需要合理引导，更需要建
好相关分类设施，让居民知道为什么分、怎
样分、分到哪儿。”省住建厅城管处副处长
孟欣表示。

政府与市场合力，改变生活
垃圾“一车运”模式

“我不怕麻烦，就怕垃圾分类后被混
运，来一辆清运车，就一股脑儿全运走，那
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在“石分美”垃圾分类
设施进驻紫东苑之初，就有居民提出这样
的疑问。

分类清运垃圾，就要增加清运车辆和
清运人员。紫东苑需要从以往一辆清运车
增加到至少四辆清运车，分别清运可回收
垃圾、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每
个车辆还需要配备两名清运人员。

“目前，很多小区的生活垃圾仍以混合
垃圾运输车辆为主。如果分类清运，对于
物业或是环卫部门都是不小的压力。看起
来只是增设备、加人员，却涉及到部门运
行、管理调整等多方面工作。”孟欣说。

为此，石家庄市通过招标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入专业垃圾分类公司解决分类清
运难题。

今年 1 月，紫东苑成为石家庄市首个
“清扫保洁、垃圾直运、垃圾分类”一体化试
点小区。

负责紫东苑垃圾分类处理的绿色永续
清运部经理崔伟亮介绍，每天 5 时左右，石
家庄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的清运车会将小
区的易腐垃圾清运走，公司垃圾分类专用车
辆把小区的其他垃圾运走，做到日产日清。

6 月 11 日，为紫东苑服务的垃圾清运
车在该小区中心广场来了一次集体“拉
练”：现场演示了废品及可回收物运输车、
危废运输车、其他垃圾运输车、大件运输车
的操作过程。

“我们在投放的所有垃圾收容设备都
配有芯片，清运过程中，通过芯片感应，就
能获得该垃圾收容设备的编号、重量、作业
时间、作业地点、作业车辆等信息，实时上
传到‘石分美’数据库，对清运车辆进行监
管。”崔伟亮介绍。

目前，包括绿色永续在内，石家庄市各
区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引入石家庄市磊佳
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粤能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等多家垃圾分类专业公司，推动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

河北环保联合会副会长、河北经贸大
学教授张忠民表示，在垃圾分类清运环节，
政府要引导环卫专业运输单位向小区延
伸，逐步替代小、散、差的运输队伍。同时，
将垃圾分类的全产业链项目包采用市场
化、全产业链运营的方式，解决垃圾分类问
题。

孟欣介绍，全省将逐渐建立与生活垃
圾分类相衔接的收运网络，更新老旧垃圾

运输车辆，配备满足垃圾运输需求、密封性
好、节能环保的专用收运车辆。

加强末端设施建设，让生活
垃圾有去处

陈令银大爷很较真，看到集体亮相的
垃圾清运车，他又想起一个问题，“这些垃
圾清运车将生活垃圾运到哪儿了？”

崔伟亮告诉他，餐厨垃圾将被运往石
家庄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在那里，餐厨
垃圾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将转化为粗油
脂、天然气、有机肥等产品。可回收垃圾被
运往绿色永续的可回收分拣中心，经过分
拣再运往造纸厂等地方进行循环利用；在
分拣中心，还设有有害垃圾暂存点，等积累
到一定量再集中运往危废处理中心进行处
置。其他垃圾则会被运往垃圾焚烧厂，进
行焚烧发电供热。

“这样，在垃圾进行分类后，各种垃圾
相互剥离，该焚烧的焚烧，该回收的回收，
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孟
欣表示。

但不是所有的生活垃圾都能较好地进
行分类处置。

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餐厨垃圾处置

中心日处理能力为 300 吨，已基本满负荷
运转。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
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问题将日益凸显。

为此，石家庄市明确了 2018-2035 年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方案，规划了5
个生态环境园共计26个项目，具有垃圾焚烧
和餐厨垃圾、污泥、粪便处理等功能。目前，
已有 6 个项目启动，总投资约 29.5 亿元，设
计日处理能力7500吨，计划明年竣工投用。

部分垃圾分类企业也在积极寻找更好
办法。绿色永续正在筹建餐厨垃圾就地降
解项目。建成后，部分餐厨垃圾不出小区
就能通过机器进行分解。

同时，绿色永续和石家庄市回收总公司
共同投资的石分美逆向物流园也正在建设
中，这是石家庄市首家逆向物流园区。建成
后，将建立起“小区回收点、街道转运站、区
级逆向物流园”的完善回收体系，打造垃圾
分类资源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实现垃圾分类
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及有效衔接。

孟欣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前端的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到末端的处
置、利用，必须环环相扣。只有提升末端处
理能力，垃圾分类的动员工作才会有底气，
垃圾分类工作才会不断规范，逐步实现全
链条、全周期治理。

□记者 方素菊 通讯员 苏卉卉

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1 至 4 月，全省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5.7 亿件，同比
增长24.1%；业务收入完成64.9亿元，同比
增长29.3%。其中，农村快递业务量415.6
万件，同比增长 10.21%，占快递业务量比
重的 6.11%；农村快递业务收入 5585 万
元，占快递业务收入比重的4.08%。

近几年，我省农村快递发展迅速，特
别是 2018 年农村地区收投快件量超 2 亿
件，带动农业总产值超10亿元。

“这得益于电商下乡以及快递下乡工
程。”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我省持续推进“快递下乡”工程，在实现
乡镇快递服务基本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
督促企业提升乡镇网点服务质量，持续推进

“邮政在乡”工程，培育“一市一品”农产品进
城示范项目，引导邮政、快递企业与供销、农
村电商网点合作，打通农产品“上行”和工业
品“下行”双向流通渠道。目前，全省培育快
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44个，实现快递业务
收入3.7亿元。农村从过去单纯“收快递”，
向“产快递”和“收快递”并行转变。

在农村快递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问
题也开始显现。

近年来，我省邮政业发展的利好政策
接连出台，对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但阻碍和限制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还
没有彻底解决。虽然我省快递业实现对所
有乡镇驻地的全覆盖，但依然存在行政村
覆盖难题。由于农村点多、面广、线长，且快
递业务量稀少，快递进村运输成本高、入不
敷出，且缺乏有效的快递运输补贴政策。业
内人士建议，各地在强化乡镇交通运输政
策支撑方面，应考虑快递业服务民生的基
础性作用，在村一级运输环节给予政策支
持，促进“快递下乡”向“快递进村”迈进。

去年，省邮政管理局印发《河北省邮政
业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
出，加强基础网络建设，提高乡村邮政快递

服务网络化、便捷化、通达化程度。在保持
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百分之百的基础上，
实施快递进行政村工程，到2020年实现行
政村快递末端网点基本全覆盖。

业内人士认为，农村快递基础设施的
完善，将进一步释放我省农村网上消费的
潜力，并促进农村电商和快递业务的发展。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促
进农村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省将
推动快邮合作、快快合作，推进“快递+交
通”发展。推广“寄递+农村电商+农特产
品+农户”产业扶贫模式。深入推进“邮政
在乡”工程，持续开展“一市一品”农特产
品进城示范项目，培育发展精品项目。

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必须将有害
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同时参照
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再选择确定
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强制分类的类别。
未纳入分类的垃圾按现行办法处理。

有害垃圾。主要品种包括：废电池
（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
荧光灯管（日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
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
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
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易腐垃圾。主要品种包括：相关单位
食堂、宾馆、饭店等产生的餐厨垃圾，农贸
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产生的蔬菜瓜果垃
圾、腐肉、肉碎骨、蛋壳、畜禽产品内脏等。

可回收物。主要品种包括：废纸，废塑
料，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废玻璃，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

——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整理/记者 宋 平

6月14日，志愿者走进石家庄市桥西区友谊街道社区，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倡导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记者 耿 辉摄

生活垃圾主要包含哪些

6 月 15 日，游客在
永清县龙虎庄乡刘庄
村 大棚内展示采摘的
葡萄。

近年来，永清县不
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鼓励和
支持村民进行暖棚葡
萄种植，取得良好经济
效益。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永清：
暖棚葡萄采摘乐

□记者 方素菊 通讯员 董 薇

医生与“患者”相隔几百公里，只要“患者”及时
上了救护车，医生就可以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治
疗。这是国内首个 5G 远程医疗救护车在张家口调
测时的一个场景。近日，中国联通、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及河北北方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联合实现了
全国首个基于 5G 技术的车载 CT 移动卒中单元的
应用落地。

现场调测时，一名身在张家口崇礼的游客突发
“卒中”。几分钟后，一辆 5G 远程医疗救护车赶到
现场，“患者”在车上第一时间完成 CT 检查，救护人
员及时将 CT 影像信息、电子病历信息等数据，实时
传输到北京宣武医院和位于张家口市的河北北方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两个会诊现场。河北北方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对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进行
远程急救指导，疑难问题则由北京宣武医院副院长
吉训明远程实时指导，全程相关信号和数据传输没
有卡顿和延时。

在整个调测过程中，医护人员可远程第一时间
得到诊断数据和高清现场影像，并可直观互动式会
诊，从而对治疗进行精准指导和实时校准。“患者”虽
然没有到达医院，却第一时间接受了医院专家指导
的抢救，成功度过危险期。

“5G网络使患者在转运过程中能及时获得诊断
治疗方案，将救治工作由院内转到院外，极大地保障
了患者的生命安全，降低了死亡率和致残率。”参与
此次调测工作的一名医护人员说。

据介绍，该项目基于中国联通 5G 网络下的低
时延、4K 高清设备和急救设备应用，实现了北京宣
武医院、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救车三点
之间实时、高清互联互通，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急
救模式。

本报讯（记者贡宪云、
赵红梅 见习记者郝东
伟）头顶两根导航天线，智
能拖拉机配上播种设备，
精确地按照预设线路进行
直行或拐弯。6 月 12 日
10 时许，我省农机部门联
合国家和省专家团队共同
开发的全程无人驾驶智能
作业，在赵县姚家庄村试
验田成功完成首试。

“过去的智能作业只
能高精度地自动直线行
驶 ，拐 弯 时 还 得 人 工 操
作。对此，我们研发了更
加智能化的作业系统。”国
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究员孟志军介
绍，该系统由车载导航控
制终端、高精度北斗卫星
接收机、工作状态控制集
成装置等部分组成，通过
精准测量车辆的位置、航
向和姿态，使农机具有在
规定区域自动规划路线及
导航、地头自动换向和远
程启停控制等功能，实现
了往复无人高精度播种作
业。

新一代智能作业完成
首试，意味着我省农业全
程机械化取得新突破。省
农机局副局长郭恒表示，
新一代智能作业可以更加
精准地设定往复作业路
线，最大限度减少作业垄
间的重叠和遗漏，显著提
高作业质量，增加有效耕
地面积。同时，全程无人
驾驶系统降低了对农机的
操作要求，普通农民也能
轻松掌握，缓解了农机手短缺问题。

由于农机作业季节性强、平均报酬不高，我
省农机手极度短缺。“一到农忙时节，就算一天开
出 500 元的高价，也经常招不到农机手。”对于全
程无人驾驶的智能作业的高质高效，赵县光辉农
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风娟十分激
动。该合作社流转土地 4000 亩，托管土地 8000
亩。“这两年人工成本上涨得非常快，新一代智能
作业的推出，将大大降低我们的作业成本。”姚风
娟说。

2016 年，为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现农业操作轻量化、无人化和精准化作
业，我省农机部门与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农科院粮油作物所专家团队合
作，探索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全程机械化解决
方案，并选择在全国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赵县
进行试验。

“近年来，我省农业全程机械化逐步形成了自
身特色，那就是‘物联网+农机作业’。”郭恒解释，
全国其他地方应用车载终端注重对导航系统的位
置和作业轨迹的精准控制。我省在此基础上，还
集成开发应用了各种功能的传感器，实现了对播
种、施肥、浇水等方面的精准控制。下一步，我省
还将重点推广建立全程机械化精准变量作业物
联网监测平台，使用传感器技术，对小麦联合收
割计算产量、高速精准播种、精准变量施肥、精准
变量施药、高效节水全程作业环节进行智能化物
联网监测。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日前，省工信厅
印发《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河北省工业新
产品新技术开发项目的通知》提出，为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通过自
主创新，不断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
有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我省将继续推动
千项新产品开发工作。

申报 2019 年河北省工业新产品新技
术开发项目须满足以下条件：申报企事
业单位、科研机构具有在我省注册的独
立法人资格；产品在全省范围内第一次
研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较高，
具备省内领先水平；产品应符合产业发
展政策，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市
场发展前景；所申报产品（技术）相关的
知识产权清晰。

2019年河北省工业新产品
新技术开发项目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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