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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含有
水果坚果酸奶的燕麦脆打开即食、有
肉丸子的今麦郎“老范家”非油炸方
便面、香甜软糯富含微量元素的甘栗
仁……12 月 3 日，第 29 届中国食品博
览会暨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
（简称“食博会”）在武汉开幕，我省26
家重点食品企业携上百种展品，首次
组成河北特色食品展团参加。当天下
午，河北省食品产业强县招商推介活
动举办，6个招商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额56.8亿元。

本届食博会为期4天，主题为“供
给优质食品、提升消费品质、扩大有
效内需、驱动双向循环”。由食博会
组委会与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共同举
办的2020食品工业“三品”成果展，在
本届食博会上首次集中亮相。该成果
展共选取了全国68个精品成果，其中

我省君乐宝、今麦郎、金沙河、养元、
晨光生物等 5 家企业在成果展集中
展示。

食博会河北馆展品涵盖乳制品、
方便休闲食品、酒类、饮料、肉制品等
多个品类，代表着当前河北食品产业
的特色和水平。

“美好时光”海苔、“优乐美”奶
茶、“喜之郎”果冻、“开心时间”巧克
杯……河北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展
位前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观
众。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叫起来朗朗
上口的休闲食品产自定兴县。该公
司外联经理李向军介绍，公司根据市
场变化、消费者口味需求，不断对产
品进行优化升级，口感更好、营养
更多。

保定槐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带
来的展品不是各种酱菜，而是甜面

酱、特级酱油和料酒。该公司继历时
3 年研发出了无防腐剂的高端酱油
后，今年又推出料酒。他们根据消费
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目前正在研发
豆酱、渍菜等新品。而外包装为红色
的今麦郎“老范家”方便面也格外吸
引人。这款被称为第二代方便面的
非油炸高端方便面，运用中国传统的
蒸煮工艺，采用最新技术还原食材本
身，为消费者带来面馆现做一般的
味道。

君乐宝的乳制品、晨光生物的胶
原蛋白肽代餐粉、骊华的淀粉……食
博会河北馆集中展示了全省食品产
业发展成就及“三品”（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典型成果，彰显
了河北食品产业适应消费需求转型
发展的新姿态。今年 1-10 月，面对
疫情冲击，我省食品产业实现逆势增

长，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2600 亿元，同比增长
10.8%。

“今年前 10 个月，河北 30 个食品
产业强县（市、区）营业收入增长率达
到了15%以上，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省
工信厅副厅长郝莉笑表示，河北将聚
合政策资源要素，实行一县一策、一品
一策、一企一策，集中支持食品产业强
县龙头企业带动、三次产业融合、扩大
招商引资、产业集聚发展和政策高地
打造，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实现
全省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展示河北食品产业的特色和水平

26家冀企首次组团参加中国食品博览会
6个招商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额5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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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他累计巡线5万余公里，登
塔杆2.3万余次，带电作业278次；

26年，他获得52项创新专利，39
项现场实用新型创新成果，并带动建
立了15家创新工作室；

26年来，他从一名普通线路工人
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
省能工巧匠……

严寒酷暑，深山老林；风雨相携，
银线为伴。他就是国网冀北电力有限
公司秦皇岛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
输电检修二班班长高会民。

一线更能发挥技术专长

近日，高会民带着苏晓勇、甘家
齐两位徒弟，来到昌黎县龙靖线36号
塔杆前，准备安装塔头缺失的一块
角铁。

系牢橘黄色的安全带，戴好手
套、头盔后，甘家齐在高会民的看护
下，爬向了36米高的塔架。安装角铁、
安全下塔，整个过程简单利落。虽然
天气寒冷，但脱下头盔的甘家齐，头
发已经湿透。

“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作业。”
高会民说，在塔上工作四五个小时是
常有的事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

1994年，24岁的高会民退伍后被
分配到冀北电力公司。如今，他还清
楚地记着第一次参与线路维修的
经历。

“第一次爬高压线，最大的感受
就是害怕。”当时，有一条线路的防震
锤位置偏移，需要工人上到电线上把
它拽回原位。

防震锤离塔架也就 2 米远左右，
可电线离地面30多米高。上塔后，高
会民一看地面，心慌起来，腿也打哆
嗦，更不敢在电线上挪动。尝试几次
都未成功后，班长帮他完成了任务。

“班长能做到，我也能做到。”高
会民坚持留在塔上观察班长操作。

“这是自己的工作，必须面对。以后独
自上塔没人能帮你。”班长说。

如果说高压电是凶悍的“老虎”，
带电作业无异于“虎口拔牙”。

有一次，海港区五里台附近一条
重要高压线路断股。现场抢修环境复
杂，220千伏和110千伏组成的高压线
横跨铁路，处理过程稍有不慎，后果

不堪设想。
高会民和另外 3 名工友爬到高

空，踩着软梯悬空作业。整个抢修用
了12个小时，等回到地面时，高会民
的手臂已僵住了。

经过多年的实践，高会民从门外
汉成了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行家里
手。期间，一批又一批同事从高会民
所在检修班走出去，晋升为企业生产
管理骨干。高会民也有过几次晋升的
机会，但每次面对机会，他最终还是
选择留在检修班。“我舍不得离开一
线岗位，在这里更能发挥自己的技术
专长。”高会民说。

为了安全和生命去创新

走进高会民劳模创新工作室，第
一印象便是干净、整洁。

墙壁上，一条高压线上悬挂着一
个类似“螃蟹钳子”的铁制装置，拉动
装置上的绝缘绳，电线上缠绕的风筝
线瞬间被剪断清理。

工作中，高会民经常接到任务，
处理高压线上缠绕的塑料袋、风筝
线。为了清除异物，最多的时候他一
天要爬六七次塔杆。

“能不能造出一个工具，在地面
就能清除电线上的异物？”

善于思考的他反复摸索、不断研
究，用7年时间研制出“架空输电线悬
挂异物清除装置”，并获得两项国家
发明专利。

“发明创造，获国家专利，这样
‘高大上’的东西最初想都不敢想。”
高会民说，“最初，就是为了安全和生
命而去创新的。”

高会民第一件发明源于 2004 年

那次极其危急的线路断股抢修。
“当时修复线路要不断地挪动软

梯，持续高空作业数小时后又遭遇阴
天，抢修用时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
险。”同类问题时有发生，必须想办法
改 进 抢 修 流 程 ，不 能 让 危 险 悬 在
头顶。

那次之后，高会民下定决心，要
研究出一个安全有效的装置，缩短抢
修时间，降低工作风险。

构思方案、制作模型、反复试验，
一年多的探索，高会民研制出高压带
电作业修补导线滑动平梯。检修人员
可以坐在平梯上作业，既缩短了工作
时间，还多了一道安全屏障。

为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高会民
购买了大量技术书籍和实用工具，并
自学了电脑制图。

野外作业时，只要遇到线路问
题，他都会记录下来，带回去研究。自
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把工友们找
来进行“头脑风暴”。

输电中心督查中级师袁刚夸赞
高会民：“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到
他那儿就是不睡觉，他也要琢磨出
办法。”

爱人宁冬梅则嗔怪他：“家里摆
着各种各样的加工设备，电钻、台钳
到处都是，家都成工作室了。他总是
沉浸在自己搞创新的小世界里。”

对创新发明的热爱，融入了高会
民的骨子里。他发明52项创新专利，
39项现场实用新型创新成果，带动建
起了15家创新工作室。

做年轻人的铺路石

“悬锤线夹上的销子会腐蚀脱

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如果研
究出专用工具，是不是就不用爬到高
空手动更换？”

“弯折的销子经常会刮到衣服，
能否通过改变销子的形态解决这个
问题？”

……
去年年底，研究生毕业的李嘉欣

被分配到输电运检中心带电班工作。
虽然还处于入门阶段，但高会民已向
他抛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看似小问题，如果成功了，将是
突破性的。”刚入职就有机会参与发
明创造，李嘉欣很高兴，一有时间就
和老师探讨。

“我去年入职培训时，听了高老
师的讲座，为之动容。感慨高老师滴
水穿石、功成在久的精神。”李嘉
欣说。

在工作室简易置物架上，摆放着
一本《输电线路高空作业新型系列工
具研制与应用》获奖证书，证书上署
着高会民等6个人的名字。

为什么获奖证书上有这么多人
的名字？

“不管是谁，即便仅参与问题交
流，评奖时也要挂上人家的名字。这
样 他 们 觉 得 有 成 就 感 。”高 会 民
笑称。

高会民把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
毫无保留地共享给每位工友，也激发
了他们更高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
他的工作室成了名副其实的输电专
业人才“冶金炉”。

高级技师10名，技师29名，高级
工20名……去年，秦皇岛供电公司有
34项成果参与全省创新成果评比，其
中两个成果获得一等奖，三个成果获
得二等奖。

“荣誉和成绩意味着责任和使
命。”2017 年，高会民带头组建“秦电
创客联盟”。联盟的成立，推动创新由
单一的成果转变为多领域深度融合
的发明创造，带动更多职工立足岗
位，创新创效。

采访快结束时，高会民电话铃响
了。冀北电力公司总部邀高会民给新
员工培训，他欣然答应。

“给新同事培训，不是炫耀自己
获得了多少荣誉称号，取得了多少
成绩。我想激励他们，只要肯付出，
什么岗位都能做出优异成绩。”高会
民说，“我有经验，年轻人有丰富的
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配合
一定就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在高
会民看来，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最
重要的职责就是做年轻人的铺路
石 ，用 自 身 的 养 分 去 滋 润 年 轻 人
成长。

“舞动”在银线塔尖上
——记全国劳动模范、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输电检修二班班长高会民

图为高会民在高空作业。 通讯员 李榕榕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臧朔、杨宏旭）12 月 3 日，
随着上海港国际轮渡一声清脆的
笛鸣，满载着我国自主研制的新
型轨道接触网支柱产品的集装箱
船缓缓驶出，开往以色列阿什杜
德港。

此次出口以色列的新型轨道
接触网支柱，由河北保定中铁电
工保定制品公司自主研制。该产
品通过我国 CRCC 认证和欧盟
EN1090 标准检测及 CE 认证，产
品采用新型 C40 等径圆管柱材
料，运用激光切割和数控折弯技
术，使用机器人精密焊接和手工
平整焊接相结合的“双料”焊接工
艺，解决了柱体变形、扭曲等技术
难题，实现了对接触网钢结构的
高精度自动化生产，全面提升了

产品的结构强度、力学性能和精
密程度，为以色列轻轨电气系统
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

据项目总工程师徐伟超介
绍，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红线项
目选用我国新型轨道接触网支
柱，对比传统产品，最大亮点是首
次采用了内置式坠砣结构。该结
构为支柱内部固定导向轮，将坠
砣置于柱内，具有传动效率高、占
用空间小、抗腐蚀性能高等技术
特点，具备了断线制动及施工方
便等特性。

据悉，该公司将累计向以色
列出口2000余吨各类新型轨道接
触网支柱，这也是我国新型轨道
智能接触网支柱产品首次出口以
色列市场，并在以色列轨道交通
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保定造新型轨道
接触网支柱出口以色列

丁真的世界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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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气的脸庞、黝黑的肤色、
纯真无邪的笑容、清澈羞涩的
眼神——丁真，如同家乡四川
甘孜理塘县的自然风光，至真
至 美 …… 短 视 频《丁 真 的 世
界》，上线短短5天，点击量就已
经破亿。华春莹专门为他连发
三篇推文，向全世界介绍这位
火爆中国网络的康巴小伙。西
藏、陕西、云南、山东、湖北等地
纷纷“蹭热点”，展开“花式”
抢人。

在丁真的世界里，人们看
到了“诗和远方”——那里有
洁白的雪山、清澈的河水、起
伏的草原，那里有他善良、纯
朴的朋友和白马、寺庙……身
处喧嚣纷扰之中，这里投射了
许多人对简单纯粹生活的想象
和向往。

在 丁 真 的 世 界 里 ，人 们
看 到 了 文 旅 营 销 的 范 式 操
作——“一人带火一座城”，小
小少年让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家
乡的极致之美。10天里携程网

“理塘”搜索量猛增 620%，“丁

真流量”转化为理塘实实在在
的游客流量。

在我的眼中，看到更多的
则是这个“顶”级“真”流量中蕴
含的正能量。为了流量，一些
人不惜走上低俗、审丑、无厘头
式的网红之路。而“丁真 IP”，
却从一位“甜野男孩”的视角，
徐徐打开当地人文地理的美丽
画卷，引发各地竞相接力“蹭热
点”推介本地旅游资源。在泥
沙俱下的流量江湖中，纯朴、本
真的丁真，绝对是网红界的清
流。丁真成为超级网红，说明
真正具有超级传播力和持久生
命力的，是真与美。

火爆网络之后，丁真没有
飘。有演艺公司想签他出道，
有人想让他参加选秀，但这位
康巴小伙最终成为当地一家国
企的员工，为家乡的文旅事业
做宣传推广，丁真依然保持着
与世界初相见时的朴素与单
纯。而这，不仅和《丁真的世
界》所传递的精神一脉相承，而
且，更是一种延伸、一种升华。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为深
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11月
30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
款工作的通知》，从 2020 年 12 月
15 日起，在全省全面开展住房公
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通知明确，职工在就业地缴
存住房公积金、在户籍所在地购
买自住住房的，可持就业地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
明，向户籍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申请异地贷款的职
工，与申请本地贷款的职工享有
同等权益，不得设置附加条件。

各地将按照有关要求，进一
步明确职责分工，简化和规范审

批要件，优化办理流程，落实缴存
证明授权要求，健全信息核实联
系人制度，加强贷后管理，确保资
金安全运行。

各地将加强住房公积金信息
化建设，加快推进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和功能完善，强化数据共享支
撑，尽快实现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
贷款等信息查询、出具贷款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住房公积
金个人缴存信息变更等住房公积
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满足缴存
职工异地办事需求。

据悉，我省从 2006 年开始开
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住房贷款业
务。2017 年，根据省有关工作要
求，部分市结合本地实际暂停办理
住房公积金异地住房贷款业务。

12月15日起

我省全面开展住房公积金
异地贷款业务

河北自贸试验区首个“3C
免办证明”在曹妃甸开出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杨小仓）日前，唐山曹妃甸
恒菱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了曹妃甸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的“3C免
办证明”，79台进口打印机顺利通
关。这是自我省 3C 免办工作下
放市、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办
理以来，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出的首个“3C免办证明”。

据了解，“3C”认证为中国强
制性产品认证。根据相关规定，产
品符合免办条件，且在国家强制性
产品目录之内，在相关证明材料批

准后，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此次拿到“3C 免办证明”的

恒菱科技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
该公司近期收购了另一家日本公
司，需要办理68种79台件进口打
印机3C免办手续，这在河北省尚
属首例。为此，曹妃甸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积极与唐山市、河北省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沟通协调，省市
场监管局同意为这家企业办理
3C免办手续，实现了进口打印机
顺利通关，保证了企业二期项目
顺利投产。

（上接第一版）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
政治性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听取省政
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交流
2020年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重点调研
课题调研情况。省政协党组书记叶冬
松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十
一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

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奋斗。要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围绕中心工作，服务人
民群众，宣传劳模精神，在履职尽责中
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要以劳模精神为
镜子，做到爱岗敬业，勇于实干担当，
甘于吃苦奉献，积极争创一流，努力做

新时代政协事业的奋斗者。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认真贯彻全省领导干部政治性警示教
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强理论武装，推
进“两个全覆盖”，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纪

律作风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协干部队伍。

会议要求，今年以来，省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深入基层开展重点课题调
研，形成了高质量的调研成果，要把这
些成果转化为推进政协工作的举措。
要谋划好明年重点课题调研，选好调
研课题，创新调研方法，提高建言质
量，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梁田庚、沈小平、孙瑞彬、曹素华、
苏银增、陈书增出席，葛会波、卢晓光、
王宝山列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弘扬劳模精神做新时代政协事业的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