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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慈善总会

邀 您 携 手 献 爱 心
河北省慈善总会成立于2006年6月30日，业务和行政

主管单位为河北省民政厅，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公开募捐
资格的非营利性5A级公益性社团。自成立至今，倾心打造了
“河北省慈善助困救心工程”“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医疗救助”
“‘健行天下’股骨头坏死医疗救助”“晶龙慈善助学工程”“贫
困糖尿病患者救助”“血友病——拜科奇慈善援助”“贫困残疾
儿童医疗救助‘天使计划’”“贫困截肢患者救助‘爱心飞翔’”
“阳光助学行动”“中国移动爱‘心’行动河北省贫困先心病儿
童救助计划”“执行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等品牌救助项
目。截至2019年底，共募集善款善物总价值27.5亿元，直接
受益人数达74万余人次。

河北省慈善总会诚挚邀请您在9月7日、8日、9日“99公
益日”期间，伸出援手积极参与“建设美丽乡村·共建幸福家
园”和“关爱困境人员”慈善募捐项目。献一份爱心也许只是
一份早餐或一杯奶茶的钱，但对于捐助对象来说，这不仅是扶
危救困，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以行动成就爱心，让慈善
走进生活，河北省慈善总会与您同行！

【项目介绍】
在河北省太行山区有一个村庄，全村200余户共970多人，收入来源主要是

农作物种植。他们充分利用丰富的山场资源，在山上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包括

核桃、杏、苹果、红薯、南瓜、玉米等，林果茂密，长势喜人。但每年一到收获

季节，村民们却不停地唉声叹气。村里的道路长期没能硬化，因而变得坑坑洼

洼、泥泞不堪，别说把农产品运输出去了，就连村民出行都非常困难。由于道路

状况恶劣，大量的农作物白白地烂在山上，百姓们增收无望。

为此，河北省慈善总会面向全社会发起“建设美丽乡

村·共建幸福家园”项目筹集善款，精准帮扶我省贫困偏远

乡村，改善村民的出行和生活条件。望爱心企业和人士伸出

援手，积极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你一块我一块，参与“建设美丽乡村·共建幸福家园”，

一起把美丽乡村和幸福家园建起来！

【项目介绍】

在充分享受美好生活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身边尚有一些鳏寡老人，

虽年逾古稀耄耋，但衣食住行困难重重、膝下身边无所定养；还有一些留

守儿童，年幼失亲、孤苦艰辛；甚至还有一些身患重疾或因突发事件陷入

困境的人……他们亟需全社会的爱心援助，从而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为此，河北省慈善总会面向全社会发起“关爱困境人员”项目筹集善

款，精准帮扶我省因鳏寡孤独、失亲、残疾及因重大疾

病或突发事件等陷入困境的人群。

一份爱心虽小，但可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送去温

暖，为身患重疾或因突发事件陷入困境的人减轻痛苦，

皆因善行如炬！参与“关爱困境人员”，善行因您而变得

更有力量！
了解项目详情
扫码助力捐款

关爱困境人员建设美丽乡村·共建幸福家园

地址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翔翼路石家庄市新华区翔翼路6969号号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3110311--8701911687019116（（项目部项目部）、）、8788212387882123（（财务部财务部）） 官方网址官方网址：：www.hebcf.org.cnwww.hebcf.org.cn 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公众号：：请搜索请搜索““河北省慈善总会河北省慈善总会””关注关注

了解项目详情
扫码助力捐款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9 月 8 日，由省政府主办，省体
育局、张家口市政府承办的河
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会徽会
歌会旗吉祥物征集启动仪式在
张家口市举行。

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将于今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在
张家口市举行。按照筹委会要
求，会徽设计应符合现下设计
潮流趋势，图形简洁优美，展现
体育精神，传达河北省第二届
冰雪运动会办会理念，彰显张
家口地域特色与人文历史，包
含“河北”“2020”“冰雪运动”

“第二届”等字样。会歌力求形
式多样、风格不限，歌词生动，
旋律优美，易于传唱，内容上要
围绕活动主题，传承中国文化，
深挖河北省以及张家口文化底
蕴，体现冰雪运动精神。会旗
要体现“河北”“2020”“冰雪”等
内容，要求构思巧妙，整体造型
优美，有强烈的冰雪运动特色、
强烈的时代感和视觉冲击力，

设计可抽象、可具象，体现体育
特征、时代特点和河北省、张家
口市文化特色。吉祥物设计要
求造型简洁、色彩明快，显现
活泼可爱、热情亲切、吉祥欢
乐 的 艺 术 魅 力 ，体 现 体 育 特
征、时代特点、河北特色，充分
表达张家口人民对全省各地
运动员的热烈欢迎之情以及
对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的美好祝愿。

此次征集活动投稿邮寄地
址为张家口市桥东区报业大厦
509室，时间以当地投寄邮戳时
间为准，投稿在信封左下角注
明“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会徽（会歌、会旗、吉祥物）征
集”等字样。电子邮件应征发
送 至 邮 箱 hbsdejbxydh@126.
com，时间以邮箱显示的收件时
间为准。邮件主题及附件名称
格式为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
会会徽（会歌、会旗、吉祥物）投
稿+作者姓名。咨询电话为
0313—2051977、2038266。

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会
征集会徽会歌吉祥物

我省希望工程2020年
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51389名贫困大学生获资助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
9月8日，我省希望工程2020圆
梦行动助学金发放暨新时代公
益计划发布会在石家庄举行，
我省有1000名贫困学子获得资
助、圆梦大学。

团省委、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 会 、省 希 望 工 程 办 公 室 于
2004 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多年以来得到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希望
工程实施机构共计资助家庭贫

困大学生51389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团省

委、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积极探
索新时代希望工程发展路径，开
通“冀青筹”网络众筹平台，加大
社会化动员网络筹资力度，扩大
资助范围，探索建立相对贫困家
庭学生帮扶机制，深入受助生
家庭传递温暖。同时，结合我
省实际，积极推出助学兴教、健
康守护、素质提升、紧急救助、
铸魂育人五大公益计划，促进
新时代希望工程事业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
9 月 8日，我省高招专科批一志
愿开始录取，787 所院校在文
史类招生，821 所院校在理工
类招生。投档后，237 所院校
提 档 线 超 出 本 科 批 分 数 控
制线。

从投档情况看，院校之间
生源差距显著，一些公办本科
院校设置的专科专业，生源相
对充足。79所文史类院校、158
所理工类院校，提档线超出本
科分数控制线，241所文史类院
校、213所理工类院校提档线超
出专科线 200 分。文史类投档
线较高的院校有：兰州交通大
学 486 分、中国民航大学 481
分、长春师范大学 478 分、河北
师范大学477分、哈尔滨医科大
学477分；理工类投档线较高的
院校有：北京交通大学 471 分、
哈尔滨医科大学456分、开封大

学 454 分、长春师范大学 450
分、延边大学449分。

272 所院校压专科控制线
录取。其中，部分院校出现不
同程度缺额现象，缺额院校主
要为部分办学实力薄弱、地域
偏远的院校。录取工作人员分
析，考生报考专科，考虑更多的
是个人发展、就业问题，对专业
的选择更加注重，还有部分考
生已经选择复读，不再填报专
科 志 愿 ，造 成 部 分 院 校 没 有
招满。

受考生人数增加影响，与
往年相比，我省今年专科录取
控制线上生源相对充足，截止
到本科批二志愿录取结束后，
专科线上有 18 万余名考生，其
中，文史类考生 85285 人，理工
类考生95795人。

专科批次共设三志愿，一
志愿、二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三
志愿院校生源不足时，录取时
有降分的可能，线下考生可以
填报。

专科批一志愿投档

237所院校分数超本科线

□河北日报记者 冯 阳

服务贸易添彩生活，服务贸易赋能
产业。

走进本届服贸会各个展厅，科技
味、文化味扑面而来，大量新产品、新应
用、新服务让人大开眼界。一项项新技
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带来无限可能。

新形势下，服务贸易发展呈现新特
点，服务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
力。河北企业如何通过更好的产品、技
术和服务融入全球价值链？“河北服务”
如何在拥抱新业态、新模式中培育发展
新优势？

借鉴新技术、新服务，助力
服务贸易转型升级

9月5日起，服贸会8大专题展开门
迎客。穿行在各个展馆，各种新产品、
新服务集中亮相，让人们看到在新技术
作用下，传统产业不断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制造业与服务业
链接，正引发更多可能。

展厅内，能炒八大菜系3000道菜的
炒菜机器人、能扛着20公斤桶装水爬楼
梯的腿式机器人等各类先进、新奇的机
器人，让参观者眼界大开。利用3D建模
全景动态呈现中国传统山水画作，通过
270度大屏让读者“浸入”小说中的情景，
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拓宽出版物
的边界。

本届服贸会云集了来自全球各地
最新的服务业成果，为参观者带来了一
场极具新鲜感的体验之旅。对于参会
的河北企业而言，服贸会既是展示河北
服务的绝佳舞台，也为借鉴先进、提升
自身提供了大好机会。

华为展台前，康泰医学系统（秦皇
岛）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毕超驻足许
久，将每一件可穿戴设备都看了个遍。
毕超告诉记者，华为的很多产品已经运
用了5G技术，利用其低时延的特性，大
大提升了数据传输速度。产品内嵌的
芯片也更加集成化，让各类产品的功能
愈发强大。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电子医疗仪器
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远程医疗和

远程健康管理服务的企业，康泰医学近
年来在便携式医疗设备领域不断发力。

“华为以及服贸会上相关企业的先
进技术和产品，让我们看到了努力方
向。”毕超说，他们希望将 5G 技术运用
到更多产品中，进一步完善个人健康数
据管理系统，加速个人用户的健康数据
在终端设备和卫生医疗机构系统间的
传输，提升数据参数的处理效率，从而
为个人用户提供更好的诊断服务。

“河钢不只有钢铁，还有数字产
品。”作为参展商，河钢集团也在打破人
们的传统认知：目前一些已经在河钢各
子公司成熟应用的数字系统，正以产品
的形式推向同行业企业。同时，他们以
其自主研发的WeShare物联网大数据平
台为核心，全面聚焦工业互联网平台、
智慧城市平台两个方向。

“但与国际先进的数字服务提供商
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河钢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服贸会等国际交流平
台，他们希望能够与全球领先的数字服务
提供商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服务
化水平以及数字化产品输出能力。

拥抱新业态、新模式，培植
服务贸易发展沃土

本届服贸会除了展出琳琅满目的
黑科技新品，还举办了高峰论坛等 190
场论坛及洽谈活动。来自全球各地的
行业领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共同探

讨如何推动全球服务业开放合作，引领
服务经济蓬勃发展。

9月 5日，“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
势高峰论坛”举行，围绕服务贸易发展
核心议题，嘉宾们进行了深度对话和交
流互鉴。

与会嘉宾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
度的加深，尤其是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快速推进，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
亮点和热点。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
贸易蓬勃兴起，正在带动全球创新链、产
业链和价值链加速优化整合，使之成为
数字时代的重要贸易方式。尤其是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协同办公、在线教
育、在线医疗、跨境电商等新兴服务井喷
式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力。

新形势下，河北如何激发新业态、新
模式的发展潜力，推动服务业与数字化
双向互动，培育“河北服务”发展新动能？

今年8月，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包括
石家庄、雄安新区在内的28个省、市（区
域）成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试点地区将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探
索数字贸易管理和促进制度。

利好之下，河北发展数字贸易的信
心更足，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步伐更快。

石家庄市商务局局长常志卷表示，
石家庄将进一步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加
快资源要素聚集落地，重点在体制机

制、开放路径、发展模式、促进机制等方
面探索创新。依托河北自贸试验区正
定片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国家
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优势，大力推进
国际物流、软件信息、中医药健康等重
点行业领域，积极培育数字贸易、国际
会展、环保服务等特色领域。

而在数字贸易领域，河北已经加快
动作，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

日前，河北省自贸办联合京东数字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河北自贸
试验区数字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规划研
究报告》。该综合服务平台依托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以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的数字化新模式和数字技术、数字内
容等贸易新业态为主要服务对象，将政
府监测、公共服务、展示交易、跨境数据
管理融为一体。

省商务厅服贸处负责人表示，我省
将围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定
位，研究制定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
举措，充分利用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综
保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等平台，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聚焦
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探索服务贸
易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同
时，以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示范区为契机，做好与北京各项政策
举措和产业协作方面的对接工作，围绕

“北京接包、河北交付”“北京研发、河北
应用”等模式加强合作。

培育“河北服务”新优势
——看河北如何掘金服贸会④

聚焦2020年服贸会

9 月 5 日，
京津冀三地联合
推出的京津冀协
同发展展区内，
精英集团工作人
员在向参观者介
绍自主研发的
产品。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2017年至2019年，前三届省园博会为城市直接增绿超500公顷

园博会成我省绿色发展新引擎

□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

从省政府新闻办 9 月 1 日举行的
河北省第四届（邯郸）园林博览会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自2017年以来，我省通
过举办省园博会，为城市直接增加绿
量超过500公顷，大幅提升了园博会所
在区域蓝绿空间占比，进一步优化了
城市空间结构，园博园片区成为生态
秀美、业态丰富的绿色发展“聚宝盆”。

省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园
林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贤明
介绍，2017年至2019年，我省举办了三

届园林博览会，以园博会为载体，同期
举办了首届（秦皇岛）、第二届（邢台）
河北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赛，有力推
动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了城市
规划设计水平，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积极贡献。

树立生态修复新样板。园博会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打造生态修复新样板。已经举办的
三届园博会，都因地制宜实施城市生态
修复。衡水市对盐碱地进行了整治，秦
皇岛市对栖云山进行了山体修复，邢台
市对采煤塌陷区进行了治理。

打造绿色发展新引擎。2017 年，
河北省首届园林博览会在衡水举办，

园博园的建设引爆衡水湖旅游，当年
游客量翻了一番。秦皇岛市通过举办
园博会，为栖云山片区奠定了生态基
底，助力片区打造健康养生、浪漫婚
庆、体育休闲三大产业集群，提升发展
动能。邢台邢东新区也因建设园博
园，成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梧桐树”，
引得众多“金凤凰”纷纷入驻。

擦亮城市建设新名片。省园博会
注重挖掘利用本地自然和历史人文资
源，彰显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传承地
域历史文化，展现不同园林流派，成为
文化荟萃的大舞台、陶冶情操的好地
方，每个园博园都成为承办城市规模
最大、品质最高的城市绿色公共空间，
是城市靓丽的名片。

创造城市发展新机遇。各承办城
市以筹办河北省园博会为契机，以“园”
带“城”，全面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园博会和城市规划设计大赛系列活动
的开展，促进了城市合作交流，进一步
增强了城市吸引力，擦亮了招商引资新
名片，成为河北省及承办城市对外合作
的新纽带，为城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邯郸市复兴区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筹委会办
公室成员闫士剑介绍，省第四届园博
会选址于邯郸市复兴区城乡接合部，
先前这里是“散乱污”企业聚集区，也
是钢渣、水渣集散地，场地内有大量工
业垃圾、建筑垃圾，对生态造成了不同
程度破坏。而园博园的落户，可以有
效促进“散乱污”企业有机更新，补齐
邯郸市区西部基础设施历史欠账，促
进西部生态修复，打造优质产品和旅
游资源，实现西部经济、环境双提升，
有力带动邯西生态示范区建设，促进
城市均衡发展。

新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