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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迎冬奥”城市志愿者
人才储备达8800名
2020 年底预计将达 1.5 万名

愿做一粒种 圆农民增收梦
——记“全国十佳农民”、赵县徐家寨村村民李素敏

爱国情 奋斗者

［奋斗者说］

□记者 董 昌

一块块四四方方的试验田里，庄稼
已长得一人多高。这个时节，别的庄稼
汉大多在家坐等收获，可他却依旧穿梭
其中精心管理，时而低头仔细查看叶
片，时而剥开玉米皮，细心查看籽粒的
饱满程度。

用他的话说：“这里的每一颗庄稼
都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种子。”

可是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就是一
粒促农增收的“种子”。

就是这粒“种子”，在旁人都嫌种地
挣不着大钱时，放弃生意回乡包地，创
办了全省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又
从普通种植向选育种试验转型，带领农
场周边三个村庄种起了试验田，为全国
农民提供优质种子；如今他办起合作
社，搞起农业生产全程化社会服务，为
当地农民节支增收。

他，就是“全国十佳农民”、赵县南
柏舍镇徐家寨村村民李素敏。

逐梦前行，把种地当作一辈
子的事业

8 月 26 日午后，徐家寨村北玉米地
里，传出刷刷的声响。

从地头路过的村民李云山，停下了
脚步，朝着一人高的玉米地里大喊一
声：“谁？”

“我！”
这声音，李云山再熟悉不过：“素

敏，这大热天，你是真敬业！十五年如
一日，真让俺们佩服。”

李云山话音没落，李素敏从玉米地
里走了出来。身上的 T 恤已经浸湿，头
上还挂着玉米须。

地头对面北墙上，一条标语分外醒
目：圆职业农民梦、圆现代农业梦、圆规
模经营梦。

李素敏笑着说：“咱是土生土长的
庄稼人，为了咱这梦想，不付出哪行？”

这条标语是李素敏在 2004 年流转
土地，创办家庭农场时，写到墙上的。

那年，在外经商的李素敏干了件几
乎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事——当大多数
农民厌倦了土里刨食的生活，想方设法
离开土地的时候，他却回村承包了 180
亩土地，重新当起了农民。

“当时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一系
列惠农政策让我感到，国家要下大力气
支持农业发展，把种地、种粮当个事业
干，一准儿有前途！”

于是，李素敏承包了位于村西北的
一片停产的旧砖窑，加上流转的 130 亩
土地，总共 180亩。

“ 知 道 干 农 业 起 初 投 入 大 、不 挣
钱，可没想到会投入那么多。”李素敏
说，平整土地、恢复地力，前后投了三
四十万元进去，不仅没挣到钱，还亏了
本。第一年亏了七万多，第二年亏了
五六万。

“由于不懂技术，别人怎么种，我就
怎么种，产量和效益一直不理想。”李素
敏说，亲戚朋友都劝他别再“瞎折腾”，

“那会儿年轻气盛，根本不服输，咬着牙
坚持着！”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素敏眼前豁
然开朗。“当时，县农业局邀请中国国际
生态产业研究院一位专家到县里，专门
给农民传授小麦、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专家讲的和我遇到的问题几乎一模一
样，我是越听越上瘾。”

当天，李素敏就把这位专家请到地
里现场“会诊”。

专家的点拨，再加上自己的苦心学
习、积极探索，粮食产量在不断增加，效
益也变得越来越好。2014 年，李素敏的
农场亩均节支增收 350 元，全年实现总
收入 16.2万元。

李素敏也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新
型职业农民。

科技赋能，让庄稼地里长出
“金疙瘩”

在李素敏的办公室里，一个写有
“农情田间监测设备”的工具箱放在案

头，格外显眼。
“农谚说得好，‘种地不上肥，等于

瞎胡混’，这话没错，可没有先进的技
术、缺乏科学的管理，上再多的肥也不
行。”李素敏说，这套农情监测设备，可
以把大田里监测到的情况，实时传输到
农业农村部统计中心，由专家进行数据
分析和科学指导。

除了农情监测设备，在李素敏的种
植基地，还有掌握地温、降水等数据的
气象观测仪、水肥一体化机器、多功能
喷灌机、自走式喷雾器、无人植保机等
高科技设备。“开始种地的时候也没有
这些玩意儿，可是种着种着就感觉没有
科技真不行，别说质量，就连产量都很
不理想。”李素敏感慨道。

推开了科技这扇门之后，李素敏又
在 2012 年 5 月创办了“赵县素敏粮食种
植专业合作社”。2013 年 2 月，他又在
赵县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了李素敏粮
食种植农场，成为河北省首家注册登记
的家庭农场。

办起了家庭农场，就要考虑如何抓
住国家支农惠农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
机遇，大幅提高农场经济效益。

“我联系了省市农科院所和科研机
构，先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河北省农作物研究所等单位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李素敏说，依托
这些单位的技术人才优势，积极争取农
业项目，进行小麦、玉米新品种、新技术

的引进、试验、示范。
“2014 年、2015 年连续两年通过优

质高产小麦品种的繁育和新技术的应
用，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 600 公斤的目
标。”

从普通种植到为公司扩繁、为专家
进行繁育、帮助专家进行选育，李素敏
一步步走在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前沿。
如今，除了农场的 620 亩试验田，合作
社的 2360 亩农田全都开展繁育新品
种。繁育的小麦新品种已达 16 个，玉
米品种已达 3000 余个。通过实施小麦
良种繁育及玉米现代产业技术革新，实
现亩增收 230元。

创新引领，帮小农户“衔接”
现代农业

科学种田的实践，颠覆了李素敏作
为一个农家子弟多年积累下的很多
观念。

对于农业，李素敏逐渐有了新的认
识：“要创建新型经营主体，引领现代农
业发展。”

农场办公区西侧，是李素敏的农机
具存放库。播种机、深耕机、绞盘式喷
灌机、自走式喷药机、小麦-玉米联合
收割机、粉碎机⋯⋯从播到收，一应
俱全。

“这只是部分设备，咱合作社仅大
型农机机械就有 83 台。”李素敏说，他
们早在 2013 年就成立了赵县中土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同时作业面积可实现
1.5万亩以上。

“拿这 620 亩试验田为例，以前打
药就得几十个人，浇地也得十几个人，
现在一两个人就可以搞定。就是播种、
收获的时候，也只需要雇五六个人帮
忙。搁以前，100 多人也要干上好几
天。”农田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不仅让素
敏合作社的农户尝到了甜头，周边的村
庄也跟着沾了光。

“咱家有十多亩地，原来赶上农忙，
只能丢下外面的工作，全家人赶回来一
起干，几天下来个个身心疲惫。现在不
一样了，不仅耕、种、收、播实现了机械
化，就连植保打药，也都由合作社统一
管护。”徐家寨村村民徐西林说，不光省
心、省劲，还省钱。“一亩地一年能省 100
多元的投入。”

为三里五乡的乡亲们减少投入的
同时，李素敏还不停地帮助农户提高粮
食的品质。他先后购买了烘干塔，建起
了容量 100多吨的粮库。

“有了烘干塔和粮库，农户不但有
了粮食储存场地，还能防止粮食霉变。
其中，仅烘干一项，一斤粮食能多卖一
角钱。”李素敏说，他将继续依托科技创
新降低农作物种植成本，提高粮食产
量，助农增收。

种地是我这辈子喜欢干也愿意干的事，也是这辈子的事业，我会继续努
力种好地。我相信，靠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的试验田里一定能长出更多、
更好的小麦、玉米等新品种，让更多的农民收获更多的粮食。 ——李素敏

李素敏在赵县素敏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试验田里查看玉米长
势。(资料片) 通讯员 朱 涛摄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董昌）12 月
5 日，一列从石家庄市高邑县冀中南
智能港始发的“石家庄-莫斯科”中欧
班列，经过 13 天的运行顺利抵达俄罗
斯卡卢加州沃尔西诺站。包含石家
庄产家居用品在内的 50 个集装箱货
物通过这趟班列走进欧洲。自此，石
家庄中欧班列实现一周一班次常态
化运营。

自 2018 年 6 月开通首趟中欧班列
以来，冀中南智能港已成功开行至莫
斯科、明斯克、马拉舍维奇、杜伊斯堡、
汉堡等多条国际线路，辐射俄罗斯、白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德国等
欧洲国家，构建起“一带一路”东联西
进陆路通道。

一条陆路通道，将原本需要 40 多

天的行程大大缩减，还减少了海运加
公路运输的周转成本。“便捷通关手
续 也 是 我 们 吸 引 客 户 的 另 一 大 优
势。”冀中南智能港常务副总经理赵
保恩介绍，智能港是河北省拥有海关
和检验检疫场所的大型内陆港，货物
的报关、报检、报验等手续均在这里
一 次 进 行 ，出 境 不 用 再 进 行 重 复
检验。

对于客户而言，关注货运效率的
同时，区位优势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
内容。位于石家庄市京广铁路高邑货
运站的冀中南智能港，3 小时物流圈涵
盖天津、黄骅、京唐及北京新机场、石
家庄机场五大港口，还与北京、天津、
济南、太原、郑州五大区域经济中心
相连。

瞄准欧洲需要的产品，对班列货
物进行精准对接。如今，石家庄的家
居用品，廊坊的汽车配件、鱼竿，保定
的箱包、毛巾等，都搭上了由冀中南
智能港出发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
把河北乃至华北的货物送往欧洲。

“刚刚抵达俄罗斯的那趟班列，满
载着 50 个集装箱，主要有家电、服装、
家居用品、机械配件、箱包、圣诞礼品
等，总货值 1600 多万元。其中，一半
以上货物是河北的产品，其余多来自
天津、北京等地。”赵保恩介绍，智能港
的优势正在逐渐显现，截至目前，中欧
班列总货运量已达 1780 个集装箱，总
货值 3.47亿元。

返 程 的 中 欧 班 列 ，也 是 满 载 而
归。“回程主要以面粉、奶制品、啤酒、

白糖等为主，这些进口产品已经在石
家庄的北国超市上架销售。”冀中南智
能港国际班列事业部总经理李江娜
说，以往进口产品受渠道影响，价格相
对较高，中欧班列直接从欧洲原产地
带回产品，价格相对较低，质量也更有
保障。

为了让更多特色产品进入欧洲，
冀中南智能港正在波兰的华沙筹建跨
境电商产业园区。园区建成后，欧洲
客 户 选 中 的 产 品 ，即 可 在 园 区 仓 库
取货。

同时，冀中南智能港还在开发中
欧、中亚方向的新站点，力争 2020 年
全年开行班列达到 200 班次，进一步
提高石家庄中欧班列辐射能力，扩大
石家庄国际贸易“朋友圈”。

石家庄中欧班列实现周班常态化运营
力争 2020 年全年开行班列达到 200 班次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从团
省委获悉，2018 年以来，张家口
团市委有序推进“迎冬奥”城市
志愿者培养储备工作，目前该市

“迎冬奥”城市志愿者人才储备
已达 8800 名，到 2020 年底预计
将达 1.5万名。

今年，张家口团市委在去年
招募 3053 名学生“迎冬奥”城市
志愿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招
募范围。面向 5 所驻张大中专
院校的 1.6 万名 2019 级新生，继
续招募学生“迎冬奥”城市志愿
者 3500 名；面向各院校青年教
师，招募青年教师“迎冬奥”城市
志 愿 者 393 名 ，北 京 冬 奥 会 期
间，这些青年教师“迎冬奥”城市
志愿者将承担起本校志愿者团
队的组织管理任务；面向 17 个

县区招募群众“迎冬奥”城市志
愿者 1876 名，北京冬奥会期间，
这些群众“迎冬奥”城市志愿者
将 从 事 本 县 区 的 城 市 志 愿 服
务。同时，张家口团市委完成了

《张家口市服务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工作专
项计划（V2）》《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城市
志愿服务运行计划（V1）》；推进
常态化培训，选派优秀“迎冬奥”
城市志愿者和骨干志愿者参加
2019 年北京世园会等志愿服务。

明年，张家口团市委将进一
步就“迎冬奥”城市志愿者人才
分批分类开展精准化专业技能
培训，争取利用在国内举办的大
型赛会志愿服务机会，充分练兵
备战。

本报讯（记者吴安宁）从 12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的建筑业科
技创新暨 2018-2019 年度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
程）表彰大会上获悉，包括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项目在内的 241 个
项目工程荣获“鲁班奖”。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项目也成为雄安
新区第一个“鲁班奖”。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是雄安新
区设立后首个大型城建工程，主
要承担政务服务、规划展示、会议
举办、企业办公、生态公园等多项
功能。在建设过程中综合运用
BIM、CIM 技术、被动式建筑、综
合管廊等 30 多项新技术，探索形
成了国内建筑的创新“试验田”
和未来城市的“样板示范区”。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采
用绿色装配式建造方式，大力
发展装配式钢结构、模块化建
筑，建筑垃圾比传统减少 80％
以上，构件工厂化生产，大大减
少了现场湿作业，减少了施工
噪音，施工工期相比传统模式
缩短 40％。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代表着未来雄安新城建设的基
本方向，是未来雄安缔造智慧
城市、绿色城市的缩影，具有十
分重要的样板意义。

设立于 1987 年的“鲁班奖”，
每年评审一次，两年颁奖一次，
评选对象为建成投入使用的、工
程质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新
建工程，代表了当前我国工程建
设最高质量水平。

本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
员林爽）12 月 6 日，《唐山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经唐山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标志
着唐山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
面启动。唐山将在全市 12 个行
政区范围内启动实施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工作，决心利用 5 年时
间，全面打通生活垃圾处置的全
链条。

根据方案，唐山市重点在路
南区、路北区、开平区、丰润区、
古冶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曹妃
甸区、丰南区、芦台开发区、汉沽
管理区、海港开发区、唐山湾国
际旅游岛等 12 个行政区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主体范围包括
居民社区、公共机构、企事业单
位、公共场所以及各区所辖农
村。沿海区（县）按照生态环境
部、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印
发的《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的要求，实施垃圾分类制
度。到 2020 年，各区实现公共机
构垃圾分类全覆盖；各区至少有
1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建成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片区。到 2022 年，路
南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其他各区在 2020 年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基础上，深化示范片区
建设工作。

唐山将党政机关、部队、学
校、公共场所和有条件的居民社
区作为首批试点，安装智能分类
设施，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发挥
先行示范引领作用，总结成功经
验后，分批分期、逐步推广。今
年年底前，将建成 11 个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社区和 31个示范单位。

此 外 ，唐 山 将 加 强 宣 传 力
度，提升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和
分类投放正确率，并通过法制
机制建设，保障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顺利实施。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
荣获“鲁班奖”

唐山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
年底前，将建成 11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社区和 31个示范单位

京沈高铁全线
最后一个隧道贯通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讯
员鲁静）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铁路
局”）获悉，12 日上午 11 时 18 分，
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梨花顶隧
道传出热烈的欢呼声，京沈高铁
全线最后一个隧道顺利贯通。

梨花顶隧道是京沈高铁京
冀段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
隧道。它的贯通为京沈高铁全线
如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京沈高铁起自北京星火站，
途经北京市顺义区、怀柔区、密
云区，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朝
阳市、阜新市、沈阳市，终至沈阳

站，正线全长 698.294 公里，是国
家“ 八 纵 八 横 ”高 铁 网“ 一
纵”——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北端通过沈阳枢
纽与哈大高铁衔接，南端经北京
枢纽与京广、京沪高铁相连，是
纵贯南北、沟通我国东北地区与
华北腹地及华东、中南地区高速
铁路客运通道。京沈高铁承德
至沈阳段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正式开通运营，北京至承德段正
在建设中，京沈高铁建成通车后
北京至沈阳运行时间将缩短至
2.5 小时，北京至承德运行时间
将缩短至 1小时之内。

京沈高铁预计 2020 年底建
成通车。通车后，对河北承德等
沿线地区加快融入全国高铁网、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与东北
地区的互通交往，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将起到积极作用。

预 计 高 铁 2020 年

底建成通车，届时北

京至承德运行时间

将缩短至1小时之内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近日，从省公
安厅举行的“昆仑”行动暨整治食品安
全问题联合行动成果宣传展示活动中
了解到，今年 7 月 25 日公安部部署开展

“昆仑”行动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集中打
击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和侵犯知识产
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截至 11 月 26 日，
共侦破刑事案件 968 起，捣毁窝点 572
个，打掉犯罪团伙 218 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 2411 名，依法行政拘留 1896 人，查
获涉案总价值 3.4 亿元，配合打掉食药
环领域黑恶团伙 5个。

据了解，我省公安机关围绕食品领
域突出违法犯罪问题，相继开展了“整
治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行动”“打击危害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等行动。截至目前，已破获案件 269
起，捣毁窝点 185 个，打掉团伙 52 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 474 名，刑事拘留 235 人、
批准逮捕 140 人，查获涉案总价值 2.2
亿元，打掉黑恶团伙 1 个，全力保护人
民群众餐桌安全。

围绕药品领域突出违法犯罪问题，
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截至
目前，已破获案件 196 起，捣毁窝点 110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362 名，刑事拘留
180 人、批准逮捕 132 人，查获涉案总价

值 8422万元，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突出违法犯罪

问题，省公安厅于 11 月中旬联合省生
态环境厅、省检察院、省法院部署开展

“利剑斩污（2019-2020）”专项行动。截
至目前，全省共破获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446 起，捣毁窝点 277 个，打掉团伙 114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421 名，刑事拘留
924 人、批准逮捕 567 人，依法行政拘留
1894人，查获涉案总价值 2635.3万元。

瞄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突出违法
犯罪问题，全省公安机关针对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卫生
器材、假冒注册商标等违法犯罪行为展
开重点打击，破获案件 57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54 名，刑事拘留 82 人、批准逮
捕 39人，查获涉案总价值 851万元。

打击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领域违法犯罪成效显著

“昆仑”行动全省共捣毁窝点57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