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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三条农村公路
获交通运输部表彰
9个县（市）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数量居全国前列

我省3名河长入选
“最美河湖卫士”

第九届河北省特色文化产品
博览交易会开幕

文化惠民，凝聚起奋进精气神
——数读河北民生事⑧

供水逐年增加 效益远超预期

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我省
供水91.5亿立方米

立志者方能成大事
——大学生创业者肖遥的心得体会

“比”出创新激情“赛”出创业热潮
——发自第九届中国（河北）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10月15日至16日，2020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河北分会场系
列活动之一——第九届中国（河北）青
年创业创新大赛暨第七届“创青春”中
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决赛
在辛集市成功举办。

本届大赛以“砥砺奋斗青春 共
创强国伟业”为主题，团省委、省委省
直工委、省国资委、省科技厅、河北银
保监局、省国防科工委共同主办。

一来到决赛现场，记者就感受到
浓厚的青春热情和创新元素。人工智
能机器人、3D 曲面玻璃盖板黄光光刻
工艺、基于物联网的电缆智能检测系

统……在这里，一百余名参赛选手怀
揣着梦想，聚集到了同一个竞技舞台，
大家依次登台对各自创业创新项目进
行陈述和答辩。

来自石家庄供电公司的裴兴毅第
六个上场，他带来的“基于物联网的电
缆智能检测系统”参赛项目，实现了电
缆附件运行状况检测，为大型企业和
工厂提供电缆智能检测方案。

“我们团队有 5 个人，从 2018 年
开始研发，2019 年底实现了试运行，
可有效发现电缆的好坏，及时进行检
修……”裴兴毅充满激情地向评委
讲 述 着 项 目 的 创 新 点 以 及 研 发 的
经过。

“在节能环保方面能产生多大效

益？”评委问道。
“如果在石家庄全面推广的话，每

年可减少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至400
万元。”裴兴毅说。

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
评委们认真听取着项目介绍，针对项
目的创新性、应用性等展开精准的提
问和深入细致的点评。在一问一答
中，裴兴毅的参赛项目获得了评委们
的充分肯定，获得了“冀青春”青年岗
位创新发展专项赛个人技术组特等
奖。大赛组委会最终评选出特等奖13
项、金奖39项、银奖76项。

创新照亮梦想，创业点燃激情。
本届大赛自今年8月份全面启动以来，
创业者们纷纷踊跃报名参赛，共接收

报名项目近 3000 个，项目数量和质量
均再创新高。经过资格审核、初赛评
选，共有互联网组、商工组、现代农业
组、“冀青春”青年岗位创新发展专项
赛4个赛场的131个项目进入决赛。

加大奖励激励措施也是本届大赛
的一大亮点。本届大赛所有报名项目
均可在中国青年创新创业板区域中心
京津冀青创项目网络展示平台进行上
线展示，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在中国
青年创新创业板上展示。

此前，中国（河北）青年创业创新
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发掘培养了一
大批青年创业团队，形成了上千万元
的投资对接，有效推动了青年创新创
业工作向纵深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

展柜水箱内，一股水流向一块木
板，水珠弹跳滚落，木板表面却仍然干
爽；几滴可乐滴在纸上，水珠竟然“团
聚”在一起，在纸张上随意滚动……这
些肉眼看上去违背“常识”的现象，背
后其实是超疏水材料的功劳。

“这是一种特效纳米超疏水材料。
该材料是基于荷叶等生物体表面微纳
米结构超疏水性原理开发的一种无
毒、对环境无影响、对基底材料无腐蚀
的超强疏水材料。”10月 15日，在 2020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云上河北分会场
河北省创业就业成果展上，来自承德
纳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仿生纳米
超疏水新材料项目负责人肖遥，介绍
了自己团队核心技术的相关情况。

“仿生纳米表面超疏水原理研究
成果，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郑咏梅
教授发表在 2010 年国际 NATURE 刊
物上，具有显著的原创性、明显的示范
性、引领性。利用该原理开发的这种超
疏水材料，比国内外同类产品具有突
出优势，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肖遥
一边向记者展示产品性能，一边介绍
着产品的优势特点。

“我们产品的优势就是疏水性全
球领先。简单来说，这种材料憎水效果
好，跟任何物质表面都不沾，达到了仿
生荷叶的效果。”肖遥自信满满，“这是

因为该纳米材料对水接触角可做到大
于165°，除防水、自清洁之外，还具有
耐腐蚀、抗氧化且耐久性强的特点。”

作为大学生创业者，肖遥却感叹
创业之路“一点都不顺”。

在有过一次创业历程后，2016 年
肖遥加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郑咏梅
教授的仿生纳米技术团队。自此，肖遥
走上了新的创业之路。肖遥开启创业
之路“第二春”之时，超疏水项目主要
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军事等领域，民
用领域属于空白。转战民用领域，便成
为肖遥创业的主攻方向和重点。

创业之路很艰辛，首先遇到的便
是资金难题。由于项目初期成本费用
超高，肖遥一咬牙卖掉了价值不菲的
房产。接下来，便是如何通过突破技术
难题，让材料成本降下来。

为此，肖遥及其项目团队成员，团
结协作、集中攻关，反复研究实验，在
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中寻找技术突破
口。从各类织物的表面处理到各类建
筑物表面的防污、抗老化，从户外大型
建筑雕塑历史古迹防护到高铁、汽车
表面防水、防污，整个团队倾尽全力，
成功解决不少难题。

由于材料学专业性比较强、材料
研发时间成本高、自身投资风险高
等 因 素 ，肖 遥 对 于 创 业 也 曾 茫 然 。

“创业哪有不难的？遇到难事，坚持
下来就好。”肖遥坚信，“无论如何，
也不能浪费自己研究了多年的材料
学专业。”

2019 年，项目研发投产仍面临资
金等难题，肖遥团队开始寻找合适的
合作方。宽城满族自治县政府向其伸
出了橄榄枝，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当年底，肖遥团队依托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成立了承德纳森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主营超疏水材料和其他仿生新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肖遥团队拥有了约 1000 平
方米的实验室并配备了相应的研发设
备，还将配合北航技术研发团队推进
技术创新和技术储备。自此，肖遥团队
在承德有了新的研发基地。

“伴随着文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我们有幸承担了承德避暑山庄德汇门
的防护项目。”去年，肖遥团队成功将
仿生纳米超疏水项目引入承德文物局
避暑山庄城墙疏水工程相关工作，得
到了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

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肖遥
团队已开始新一轮产品升级研究。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创业之路没
有止境。目前最难的是，如何在满足产
品需求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成
本。”肖遥认为。

如今，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情况下，
他们正和清华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展开
密切合作，研发出一种可在各种基底
表面抗菌抑菌、防微生物的新材料，可
广泛应用在医院、学校等人流密集的
公共区域，明年还将开拓生物医疗等
领域。预计未来三年，会有很好的市场
前景并带动当地百姓就业。

大学生创业代表——承德纳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仿生纳米超疏水新材料
项目负责人肖遥。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摄

河北创新创业故事①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近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布了
10 条 2019 年度“十大最美农村
路”，3条“我家门口那条路——
最具人气的路”，1条“我家门口
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
我省3条农村公路入选。

邯郸市涉县圣福天路被评
为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邯
郸市峰峰矿区 0 号旅游路被评
为全国“我家门口那条路——
最具人气的路”，张家口市张北
草原天路被评为全国“我家门
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

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为目标，以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服务脱贫攻坚为
重点，从 2018 年开始全面实施

“四好农村路”三年行动计划，
截至8月底，累计新改建农村公

路超过2万公里。
今年以来，我省继续加快

农村公路建设。截至8月底，全
省新改建农村公路 5010 公里，
路网结构更加优化。全面推行
农村公路“路长制”，所有农村
公路明确县、乡、村三级路长，
农村公路主体责任深入落实。
完善农村公路养护机制，农村
公 路 优 良 中 等 路 比 例 达 到
84%。全省县城 20公里范围内
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达
到78%，60%的乡镇完成农村客
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城乡交通
一体化水平快速提升。

平泉、迁安、涉县、黄骅、易
县、香河、邱县、威县、辛集等 9
个县（市）被交通运输部、农业
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命
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数量居全国前列。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
10 月 16 日，在邯郸管理处沁河
节制闸，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
河北分局举办了以“智慧中线，
安全调水”为主题的 2020 年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开放日活动。
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来到通水
运行一线，探究如何运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科技手段保障一
江碧水安全北送。

据了解，自2014年12月12
日全线通水以来，中线工程供
水量逐年增加，工程效益远超
预期。截至目前，中线工程累
计向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输
水超过336亿立方米，其中向河
北供水91.5亿立方米。中线水
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及以上，
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6000 万，已
成为北方多地的供水生命线。

我省东南部黑龙港地区
550多万人告别了高氟水、苦咸
水的历史，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2017

年，中线工程开始向我省实施
生态补水，滏阳河、滹沱河、拒
马河是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的首批地下水回补河流。截
至目前，中线工程累计向我省
补水 28 亿立方米，10 余条河流
得以“解渴”，显著改善了区域
水生态环境。

中线建管局先后建成了以
控制专网为核心的基础保障体
系、以输水调度为核心的自动
化调度体系、以办公信息化为
核心的运行管理体系，提升了
工程管理现代化水平。

据悉，南水北调中线建管
局正在全面推进“智慧中线”总
体发展战略，规划建设国家水
文水资源（南水北调）监管中
心，打造中国水利云数据中心，
构建人、物、IT和信息互联互通
互用，实现调度和管理双轮驱
动的创新发展模式，打造一个
世界级智慧化调度工程的管理
样板。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你看那，青瓦黄墙，窗明几净，屋
内花开暖融融；你看那，路宽灯明，人勤
业兴，日子过得红彤彤……”日前，被誉
为“燕赵大地上的红色轻骑兵”的省心连
心艺术团走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来到进两山夹一沟的拐步楼村，为当地
百姓送去歌声笑声，送去关爱和祝福。

天作幕布，地为舞台，文化惠民惠
及千千万万基层百姓。

拐步楼村，地处塞外，荒凉偏僻，位
于承德围场最北部偏东，曾经是全省
206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多年来，咱村
以老弱病残居多，落后的不仅是经济收
入，文化生活更是极度匮乏。扶贫先扶
志，脱贫更需内生动力，这离不开文化
的滋养。”年过五旬的拐步楼村妇女主
任赵广平泪光闪烁，“这些歌曲唱到咱
老百姓心尖上，给了盼头！”

文艺星火，惠及百姓，蕴藏动能。
赵广平说，自己打小爱歌舞，但穷困的
条件，让艺术爱好成为奢望，然而这一
簇文艺星火始终萦绕于心，支撑她在贫
穷中敢于抬头眺望远方、向往美好。这
不是赵广平一人的感受，对于贫困山村
来说，通过“送文化”“种文化”打破文化
生活贫瘠的困局，让更多老百姓就近欣
赏到高质量文艺节目，从而点燃奋斗梦
想，凝聚起奋进的精气神，是实实在在

的文化惠民之举。
“文化惠民，就是要以民为本、惠其

所需、引领精神，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省心连心艺术团团长罗
洪亮说，去年以来，省心连心艺术团持
续开展“基层惠民巡演”，走进50多个乡
镇，演出 200 余场，现场观演群众达 30
多万人次。

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我省
积极行动，各类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开
展。2017年以来，省财政累计落实资金
4549 万元，开展送戏下乡、进校园等活
动 8.3万场。连续三年将公共文化服务
列入省委省政府20项民心工程，惠民演
出惠及群众 6000 万人次。今年克服疫
情影响，积极开展群众文艺“云展演”，
在线观看超400万人次。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园。

文化惠民，是一项持久、艰巨的综
合性工程，涉及多个层面。文化惠民要
持续落到实处，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强标准
化、均等化建设，推动其更多更好更广
泛地惠及人民。

村文化活动室、读书阅览室、文化
广场……走在村里，赵广平心头总涌动
着幸福。“从内到外大变样！以前真不
敢想啊！”赵广平告诉记者，2017 年以
来，村里陆续建起文化场所和设施，犹

如春风化雨，村里风气好了，懒散困顿
的思想驱散了，“读书看报学知识，精气
神足了，有奔头了！”

文化惠民，带来山村“蝶变”。近年
来，我省不断出台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法规，持续加大公共文化事业财政
投入，城市和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
建立健全、提质增效，全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网 络 日 益 完
善。扎实推进省、市、县（市、区）、镇

（乡）、村庄及社区五级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截至目前，全省建有各类博物馆151
个、公共图书馆 173 个、文化馆 180 个、
乡镇（街道）文化站2255个、村（社区）文
化服务中心50852个，基本形成“功能完
善、分布合理、适度超前”全覆盖的公共
服务设施体系。

——基本文化权益“一个都不能
少”。着眼更好发挥文化设施作用、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十三
五”期间，我省的省市县三级累计投入
4.4亿元，推动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美术馆、综合文化站全部免费开
放。城乡统筹，不断提高惠民工程覆盖
面和实效性，重点支持贫困地区村文化
活动室建设，大力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全省覆盖率达到99.5%。

—— 专 兼 结 合 加 强 基 层 队 伍 建
设。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持续开展基

层文化队伍培训，年培训 4 万多人次，
提升了队伍素质和能力。截至去年底，
全省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1892人，群众
文化机构从业人员 2237 人，建成 2000
余个文艺辅导基地，推动成立全国首家
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文化志愿者组织“河
北省文化志愿者协会”，注册人数近 20
万，构建起一支“永远不走”的基层文化
队伍……

记者还了解到，为了优化资源配
置，我省制发《关于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实施意见》，积极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自 2017 年
以来，省级财政累计投入 7460.44 万元
用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政府社会
良性互动、事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
局。同时，在全国率先出台相关方案，
2017年至2019年，全省公共文化支出从
103亿元增长到158亿元，年人均支出从
138 元 增 长 到 208 元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23.85%和 22.77%，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
财政收入增速。

“一切为了人民”——文化惠民事
关民生福祉。如今，文化惠民的暖流涌
动在燕赵大地，心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赵广平们亲历“蝶变”，内心充实、精神
振奋，收获着满满的文化幸福感。今
后，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
进一步有效对接，高质量的文化春雨必
将更精准地润泽城乡百姓。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10月 16日，由河北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
业协会主办的第九届河北省特
色文化产品博览交易会，在石
家庄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特博会主展区设置了
京津冀综合展区、创新创意展
区、文房雕刻展区、工艺美术展
区、书画作品展区、文旅融合展
区、游戏动漫展区及河北文创
市集等 12 个展览展示区域，设
置展位 300 余个，参展商达 500
余家。展示产品及业态包括文
创、旅游、影视、动漫、科技、演
艺、出版以及烧造、锻冶、编扎、
织染、绘画、剪刻、雕塑、名优特
产等，囊括了传统文化精品、特
色旅游产品、文旅创意产品、影
视动漫制作和特色手工艺等各

个方面。
与往届相比，本届特博会

参展范围更广。北京市多家单
位踊跃参展，天津市设立特装
展区进行整体展示，河南、江
苏、广东、云南等十几个省区的
文化精品也亮相本届特博会。
本届特博会创意元素更多，充
分调动全省各级文化文物单
位、各大高校、创意机构和广大
文创从业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将大量蕴含独特创意和深厚底
蕴的优秀产品推向大众。值得
一提的是，本届特博会还特别
开辟了传承河北文化的河北礼
物区域，通过礼物的形式讲述
历史文脉故事，展示河北的人
文精神和文化风貌。

据悉，本届特博会为期 4
天，将持续至10月19日。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讯员石继海）近日，水利部、全
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开展

“寻找最美河湖卫士”活动，评选
出 65 名“最美河湖卫士”，我省
张家口市王家湾乡乡级总河长
张清、秦皇岛市小米河头村村级
河长高俊平、沧州市民间河长王
成东等3名河长入选。

张家口市王家湾乡乡级总
河长张清获“巾帼河湖卫士”称
号。自担任乡级河长以来，她
发扬“巾帼不让须眉”的实干苦
干精神，奋斗在河长制落实第
一线，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沟渠
都留下了她坚实的脚印。

秦皇岛市小米河头村村级
河长高俊平获“民间河湖卫士”
称号。他舍小家、顾大家，以一
名河长的责任担当，带头拆除

自家养殖场，并挨家挨户做工
作。半年时间不到，79户村民的
4 万多平方米养殖圈舍全部拆
除，取而代之的是亭台林立、莲
荷飘香、焕然一新的生态戴河。

沧州市民间河长王成东获
“民间河湖卫士”称号。他是沧
州市“民间河湖长行动中心”公
益项目发起人，也是“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2020 全国百名最
美生态环保志愿者之一。

近年来，我省通过持续强
化河（湖）长履职监管、开展履
职培训、广泛宣传引导等，乡、
村级基层河（湖）长履职意识、
履 职 能 力 明 显 提 升 ，民 间 河

（湖）长队伍不断壮大，河湖日
常巡护监管得以加强，全社会
关心河湖、爱护河湖的氛围日
益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