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威县的河北伟源橡塑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检测橡胶挤出机。该公司拥
有10多项国家专利，自主研发的5大系列200多种产品俏销全国，并出口东南亚、欧洲多个国
家和地区。近年来，威县加快科技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步伐，目前已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310
家，一批重大转型发展项目落地见效。 记者 赵永辉摄

科技创新
助力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员苏卉
卉）近日，省邮政管理局、省发改委、省生
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等 10 部门印发《河
北省关于协同推进快递行业环保治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提出 2019 年底全省电
子运单使用率达 98%以上，实现 50%以
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循环中转袋
使用率达到 80%、全省所有邮政快递网
点 100%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的任
务目标。

实施意见明确了 6 个方面的主要任
务。完善快递业绿色包装标准体系，健
全完善快递业绿色发展法律体系。推进
快递行业节能降耗，加大智能分拣设备、
智能投递等设施推广应用力度，不断提
升生产作业的机械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水平。开展绿色快递试点示范，推动邯
郸、廊坊、张家口市快递行业生态环境保
护城市综合试点；积极开展高校快递绿
色包装“回箱计划”，推动校园绿色快递
行动等。

加快推进快递行业环保

治理，到今年底

我省电子运单
使用率将超98%

6 2019年7月4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张晓健 视觉编辑：王戬芬经济

昔日看重高产量 如今追求高效益
——看饶阳葡萄产业如何提质增效

□记者 曹 智 见习记者 郝东伟

创新施工方式，保护水库水质；建设我
国首个高铁车站生态垃圾密闭式输送系
统；采用跨区间无缝线路等工程措施和技
术，实现了降噪减振⋯⋯京张高铁在绿色
施工、环境保护等方面实施了多项创新。

“施工中，我们请第三方进行了监测，
官厅水库水质没有任何变化。”日前，指着
碧绿的湖水，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施
工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官厅水库是北京市的备用水源
地，属于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环保要求
非常高。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主桥
长880米，有129根直径2.5米的桩基。为
在大桥桩基施工中避免对水资源产生污
染，施工方经过反复研究，最终采用了在
水上搭设钻孔平台、桩基采用旋挖钻施工
方法，并通过现场严格管控，有效防止了
钻孔泥浆、钻渣对水体造成污染。同时，
为防止拱桥喷涂过程对水体造成污染，施
工方采用了环保涂料，该涂料能够保证60
年不褪色。官厅水库特大桥两端引桥还

设置了集水槽，可将桥面污水导入蓄水设
施中。

在张家口站机房安装现场，工人扫描
一个钢梁上的二维码，就能清楚知道其安
装位置，然后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些钢梁
轻松地安装完成。

张家口站的装配式机房采用 BIM（建
筑信息模型化）技术，在充分考虑施工安
装、节能环保、运营维护等因素的基础上，
设计出人性化、智能化、绿色节能的高精
度机房模型，再出具装配图纸，在预制加
工厂进行模块化预制后，运输至现场进行
组装。安装人员按照图纸和二维码标识
系统，利用管段标识连接起各个模块，实
现了全程无焊接作业安装。据了解，得益
于BIM技术的应用，张家口站一些设施的
建筑能耗下降了约30%。

看 似 普 通 的 垃 圾 桶 ，实 际 有 着 大
文章。

在京张高铁清河站，站台上的垃圾桶
其实是一个个竖井的入口，它与地下的水
平输送管道相连接。垃圾投放竖井后，就
会落到竖井底部的阀门上，系统会在一段

时间后指挥打开某个竖井与水平管道间
的阀门，启动抽风机，将垃圾抽到中央收
集站。这些垃圾还要经过旋屏分离器进
行分类，分好类的垃圾最后落入不同的集
装箱进行集中处理，废气则经除尘、除臭
后排出室外。

据了解，这也是我国首个高铁车站生
态垃圾密闭式输送系统。它建成投用后，
京张高铁车站垃圾将实现回收环保新模
式。该系统有效杜绝了垃圾收集过程中
产生的包括异味、蚊蝇、噪音、视觉污染，
同时也减少了垃圾运输、中转等程序，减
轻了地面交通压力。

在京张高铁清华大学段，地面上一条
新建的“隧道”把京张高铁轨道包裹得严
严实实，这是 5 月份完成浇筑的国内首个
封闭式声屏障工程。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京张高铁声屏障
项目经理由智广介绍，声屏障相当于在高
铁线路上盖了一个“地面隧道”，通过安装
在声屏障的隔音和吸音材料，降低了高铁
运行时产生的噪音，减少了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

京张高铁清华大学段封闭式声屏障
长 2.43 公里，主要安装在清华大学和周边
社区附近。封闭式声屏障采用现浇混凝土
结构，不会受到紫外线、酸性腐蚀等环境
影响，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

为了让其更美观，封闭式声屏障的外
观采用灰砖和拱窗设计，融入老京张铁路
元素，且与清华园站交相辉映、融为一体。

京张高铁设计之初，就非常注重绿色
环保。采用跨区间无缝线路、声屏障和隔
声窗等工程措施和技术，实现了降噪减
振，最大限度降低了噪音污染。同时，设
计方还对路基、桥梁、隧道及其他相关场
地进行了绿化和景观设计，沿线采用内低
外高、内灌木外乔木的设计，形成立体多
层绿化带。京张高铁还将隧道引入城区，
避免了铁路对地面环境的影响。

北京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打造
“精品工程、智能京张”为目标，各相关方
面在建设中全面推行智能化、信息化、机
械化、数字化、环保化为一体的管理模式，
全力打造中国标准下的铁路建设的中国
速度。

设计施工“绿意浓”
——京张高铁项目建设现场探访③

□记者 方素菊
通讯员 董 薇

坐在一辆看起来很
普通的巴士里，透过车
窗看窗外风景，这时，车
窗突然变成了屏幕，外
面的风景也不再是现实
中的场景，而是火星上
的种种神奇画面，偶尔
还会有“外星人”向车内
窥探。此时，给人的感
觉就像是坐着巴士在火
星上探险。

这辆巴士并不是作
家柯尔笔下古怪的弗瑞
丝老师驾驶的“神奇校
车”，而是目前已经研制
成功的时空之旅体验
车。6 月 25 日，河北联
通携手华为在上海发布

“5G 时空梦幻之旅”沉
浸式体验车业务。记者
通过直观震撼体验，切
身感受到 5G 网络带来
的低时延和高速率，以
及云端实时计算和渲染
带来的无穷科技魅力。

河北联通副总经理
相光辉介绍，5G时空之
旅体验车是河北联通与华为携手打造的基于 5G 的
沉浸式体验应用。利用透明屏改造车窗，使之兼具

“车窗”和“显示屏”的功能，结合车载传感器、CPE、
5G基站、主机等设备，实现5G裸眼VR体验。

整个体验过程中，车载传感器通过 5G 网络，将
行驶中的车辆信息传输至云端进行画面实时渲染，
并回传至车内主机，显示到屏幕上。体验者进入巴士
内，并不需要穿戴VR设备，就能实现穿越时空之旅。

相光辉说，此次发布的体验车，是业界首个基于
端到端的5G全沉浸式VR体验车。继此次“火星探
秘”之后，河北联通将根据河北特色打造更多的梦幻
之旅项目。此外，还将在未来的大型体育赛事、演唱
会、远程教育等演示或者直播过程中，通过智终端+
宽管道+云应用的集成应用，让人们实现任意角度
无缝切换，甚至是实时VR直播。

据了解，目前河北联通已在雄安新区以及河北
的11个设区市开通5G实验网络。下一步将继续加
快推进 5G 网络建设进度，完善网络覆盖，并择机正
式商用5G网络。

时空之旅体验车

：

裸眼体验时空变化
—

—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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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近日，技术人员（左）在河北新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葡萄生产基地进行高杆 T 形架
种植技术指导。 记者 赵红梅摄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近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程序规
定》印发，对相关申批流程及时限进行明确，以规范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行为。提
出对 5 年未开工建设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应在开
工前需原批准该工程环评文件的海洋批准机关重新
审核。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是指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建设单位须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完成环评文件报
批。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办理，形成公众参与说明材料，与环评
文件一并报送。鼓励网上远程申报。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受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评
文件等材料。受理环评文件后，省生态环境厅委托
河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环评文件进行技术评
估。评估中心自接受委托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出
具专家审查意见和技术评估意见，并对评估意见负
责。技术评估不得向管理相对人收取服务费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经批准后，如在工
程选址、性质、规模、布局，工程生产工艺、建设方案，
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方面发生改变，且
可能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变
更内容实施前，重新编制、报批环评文件。

我省规范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批准行为

建设项目5年未开工
需重新审核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管局
获悉，针对全省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多规模小、检验检
测市场存在恶性竞争、检验检测行业对高新技术产
业支撑能力不足、检验检测机构监管难度较大等问
题，我省将对全省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覆盖监督检
查，加强检验检测机构规范管理。

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发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共
1991 家。其中，从业人员超过 100 人的不足 100
家，年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的仅 8 家。多数检验检
测机构业务单一，个别机构恶性压价，甚至使用虚假
检测报告等。

市场监管部门将采取现场检查和能力考核方
式，与各相关领域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对全省 1991
家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检
验检测机构是否存在以下问题：未经检验检测，直接
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篡改、编造原始数据，出具
检验检测数据、结果；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
检测能力范围，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
据、结果；检验检测结果与原始数据不一致，且无法
溯源；漏检关键项目、干扰检测过程或者改动关键项
目的检测方法，造成检验检测数据或者结果错误；替
换、调换应当被检验检测的对象进行检验检测，并出
具检验检测数据或者结果；未按照规定办理标准、授
权签字人变更，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省市场监管局将以监督检查结果为依据，依法依
规对违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处理。同时，重点对涉嫌
出具虚假数据的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失信处理，三年内
不得在我省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从业。对现场检查
暂停或能力考核暂停的检验检测机构在后续资质申
报过程中，暂停受理或现场评审安排，并将其列入市
场监管部门三年内不得采用的各类招标单位。

我省对检验检测机构
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传统农民而言，高产曾经是他们种地追求的目标。如

今在饶阳县，这种观念正在发生转变，相对于亩产量，他们更看

重每亩土地创造的效益。

□记者 赵红梅

今春，饶阳县张各庄村农民邢钢队没
有像往年那样，不管葡萄大果小果一律保
留，而是疏花疏果，减少葡萄架上的无用
果、劣果。邢钢队说，不能单单追求高产，更
要生产优质果。

同样追求优质产品的，还有该村的果
农尚文报。他把原来的葡萄矮杆 V 形架

（密植） 改成了高杆 T 形架 （稀植）。“高
杆 T 形架通风性好，果形个头均匀，果面
干净，果粒色彩均匀透亮，还减少了用
工。虽然产量比原来低了，但品质好，亩
效益不减反增。”尚文报介绍，今年村里
的设施葡萄温室生产基本上都改成了高杆
T形架。

从看重高产到注重品质，从追求亩产
量到追求亩效益，变化源于近年来许多村
庄优质优价带来的影响。

前年，葛同岳村设施葡萄上市时，客商
拿着测糖仪来村里收购葡萄，同一个村子
同一天，出现了 28 元/公斤和 14 元/公斤两
种悬殊的价格。

原来，村里有接受新鲜事物快的村民，
采用新技术疏花疏果，增施有机肥，生物防
治病虫害，虽然一个棚只产出 2000 公斤葡
萄，亩产下降了，但品质大大提高，葡萄含
糖量、口感让客商满意，葡萄价格随之提
高。而按照传统观念“水大肥勤不用问人”
生产葡萄的农户，一个棚虽产出了 3000 公
斤，但品质相对差些。结果，同样是种葡萄，
产品价格竟差出1倍。

去年，饶阳县塑料拱棚葡萄上市时，张
各庄村也出现了同样一幕。产量低品质好
的葡萄售价 10 元/公斤，产量高品质差的
仅1.6元/公斤。

一个个鲜活的实例让果农了解到，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的是什么。

该县相关部门趁热打铁，宣传农产品
品质的重要性，鼓励引导果农生产市场需
要的高品质农产品。

引种新品种，采用新的生产种植模式
进行葡萄生产，稳产量重品质正在成为饶
阳果农追求的新风向标。

同样种葡萄，产品价格相差1倍

近日，走进饶阳县河北新饶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葡萄生产基地温室大棚，只见长
势良好的一串串葡萄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
出来的一样，长短粗细几乎一样。

“（长短）一量一拃，（粗细）一抓一把。
这是我们对于一串葡萄个头大小标准要求
的形象说法。”基地负责人何雨航指着挂在
温室墙壁上的一张《标准化葡萄生产规程》
介绍，他们基地生产的葡萄之所以品质高，
有市场竞争力，全靠它了。

生产规程上，从移植栽苗技术、水肥管
理、果穗管理、病虫害生物防治，到温湿度

光照控制、采摘分拣技术，操作规范一清二
楚。县相关部门技术负责人的姓名、电话
也都印在上面。“只要遇到问题，一个电话
技术人员随叫随到。”何雨航说。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张铁兵介绍，
近年来，随着葡萄产业的发展壮大，农民对
提高葡萄品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
县里制定了葡萄生产规程，通过对农民进
行技术培训和技术人员下乡指导等多种形
式，引导农民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进行生
产。县相关部门还鼓励现代农业园区、科
技型农业企业作为葡萄生产基地进行标准

记者采访时，恰遇省农科院石家庄果
树所的科研人员来饶阳，为葡萄生产基地
送来猫薄荷籽。

“猫薄荷是天津市农科院研究的新成
果，通过在葡萄架下种猫薄荷，可以促
进葡萄根系生长，为病虫害综合防治和
绿色果品生产创造条件。”省农科院石家
庄果树所褚凤杰研究员介绍。

“为促进设施葡萄生态绿色发展，我们
基地不仅在葡萄架下种草，还试验了在葡
萄秧苗根部铺玉米秸秆，减少了水肥使
用。”何雨航一边说着，一边领着大家来到
一个葡萄温室。

只见温室葡萄秧子比其他棚里的更翠
绿，地面踩上去更松软。“我们前几天刚浇
了水，如果没有铺秸秆，地面早就干了，现
在地面还是湿的。铺玉米秸秆不仅使棚内

温湿度变化小，还可以减少病虫害发生。”
何雨航说。

“打造北方设施葡萄生态绿色发展基
地，是我们县葡萄产业发展的新目标。”
张铁兵介绍，近年来，随着设施葡萄发展
壮大，全县设施葡萄种植面积已达 12 万
亩，年产值 26 亿元，从 3 月底到 10 月底
都有不同品种的产品上市。

“虽然饶阳葡萄已小有名气，标准化
生产也开始普及，但距生态绿色发展目标
还有一定差距。”张铁兵介绍，适应农业
绿色生态发展需要，近两年，饶阳县加强
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把省农科院石家庄果
树所等科研单位中试验成功的设施葡萄生
态绿色发展新技术在饶阳进行大面积推广
应用，力争让葡萄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
的生态致富产业。

制定绿色生产标准，让标准化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与科研单位合作，打造北方设施葡萄生态绿色发展基地

化生产示范，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县
相关部门还积极和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所
联合引进十几个新品种，通过园区示范带
动果农大面积推广应用。

多措并举，改变了农民的种植方式。
如今，葡萄标准化生产技术正在饶阳广泛
推广应用，饶阳也成为全国设施葡萄标准
化生产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