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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京津冀招才引智大会

紧扣产业转型

高薪招揽英才

津冀跨省异地就医
门诊直接结算项目启动

气象服务助力冬奥会“北京周期”
——我省冬奥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探访

□记者 马彦铭 通讯员 谢 盼

京冀联手，以国际一流标
准保障气象服务

9 月 16 日 5 时 30 分，天刚蒙蒙亮，
蔚县气象局工作人员蔺艳斌就与同事
驱车赶往小五台山二阶岭自然保护
区，安装服务 2022 年冬奥会的七要素
观测站。

上山没有水泥路，只能步行，安装
观测站的设备也只能靠人背上去、骡子
驮上去。海拔 2443 米，上山下山往返
一趟需要 4 个多小时，运了 3 趟，设备才
全部就位。山下是秋天，山上是冬天，
午饭是面包加矿泉水，连续工作17个小
时，观测站安装完成。

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共规划
建设 8 个场馆，承担冬季两项、越野滑
雪、跳台滑雪、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
大部分雪上项目。

张家口市气象台台长黄山江介绍，
崇礼之所以成为滑雪胜地，与其山地地

形和局地气候特点有关，但这也决定了
其小气候特征明显、气象要素垂直水平
变化大，仅靠原有监测站点无法满足赛
事需求。

为给 2022 年冬奥会提供气象服
务，需要在张家口赛区场馆新建赛道气
象站 21 套，升级赛区周边 70 套区域气
象站。同时，要建设张家口（康保）S 波
段双偏振天气雷达、承德（围场）天气雷
达和崇礼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等多
个气象设施。

2017年，气象部门如期完成崇礼赛
区14个自动气象站的建设工作，赛事核
心区的自动气象站数量已达到25个，站
点密度已超过韩国平昌。2018年，我省
进一步完善赛区气象综合探测系统建
设。赛区21个赛道、场馆气象站及周边
70 个气象站的建设、升级及迁建等工
作，康保S波段天气雷达、围场X波段和
崇礼X波段雷达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在建设气象设施的同时，省气象局
与北京市气象局加强沟通，坚持国际一
流标准，按照“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服务
标准，联合建设业务服务系统，合作开
展核心技术研发”思路，针对冬奥会气
象保障与冰雪经济发展服务需求，谋划
了“冬奥会与冰雪经济气象服务保障工
程”。工程项目涵盖观测、预报、服务及
人工影响天气能力4个方面建设内容。

省气象台台长连志鸾说，在精细化
预报预测能力建设方面，省气象局参与
了北京市气象局牵头的“多维度冬奥气
象预报预警平台”“冬奥气候风险评估
及预测平台”建设，实现系统在我省的
业务部署和运行。同时，组建了冬奥会
预报预测技术攻关团队，开展针对张家
口冬季山地复杂地形条件下精细化客
观分析和预报技术的研究。

气象服务能力建设方面，省气象局
参与北京市气象局牵头的“冬奥现场气
象服务系统”建设，实现系统在我省的业
务部署和运行。完成冬奥村驻场气象台
选址与基础建设，购置设备，具备实战工
作能力。改造省、市、区三级气象信息网
络，张家口崇礼、北京延庆、北京城区三
地达到同城用户级别互访能力。

强调实战，根据需求精准
提供气象服务产品

9 月 7 日，河北冬奥气象预报服务
团队制作发布了 2018-2019 年冬训第
一份冬奥站点气象预报。为提高冬奥
气象预报准确率，加强团队预报能力，
河北冬奥气象预报服务团队分成两组，
每周五轮流制作发布冬奥站点气象预
报。北京冬奥组委可实时通过网站查
询了解由河北冬奥气象预报服务团队
制作的冬奥站点气象预报。

从去年 12 月起，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气象中心河北赛区气象预报
服务核心团队分两批进驻张家口崇礼
区进行实战训练。这些由国家级首席
气象预报员坐镇、抽调河北省青年业务
骨干组成的队伍，将承担冬奥会赛场气
象服务的重任。

张家口市气象台副台长郭宏是该
团队的一员。他说，冬奥会赛事气象保
障的预报环境比较特殊，而国内关于山
地气象学方面的理论著作不多，更多需
要向国外学习。为啃下一批全英文的
理论著作，团队成员轮流翻译并按主题
备课，相互讲解，以深化学习。

集训期间，团队成员每天都要开展
实战训练，检验各类预报模式、分析历
史数据，每天制作两次精细至赛道的气
象服务产品。“气象服务产品包括各赛
道未来 24 小时内的逐小时预报和未来
三天内的逐 3 小时预报，还要对预报产
品进行检验。”郭宏介绍。

既然强调实战，团队在集训期间也
要保障在崇礼举行的各项雪上赛事。
2017 年 12 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及雪上技巧世界杯赛、自由式及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赛在崇礼举
行。团队所提供的赛场气象服务得到
组委会、各国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充分认
可。夺得女子空中技巧亚军的中国国
家队选手徐梦桃，更是为精准的风力风
速预报积极点赞。

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每年都会在
崇礼举行集训活动。“对预报员来说，能

参与冬奥会服务保障，是荣誉，也是提升
能力的机遇。”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江
波说，集训是一场考验耐力的“越野滑雪
赛”，要求参与人员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
建设，实现飞机增雨雪作业全
天候调度

近日，在我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的大屏幕上，人工影响天气地基观测系
统示意图上显示着各式各样的设备图
标：3 部移动式 X 波段双偏振雷达、49
部激光雨滴谱仪、3 部地基微波辐射计、
2套雾滴谱仪、12部小型作业指挥雷达、
56部GNSS/MET站等。

近年来，我省加大人工影响天气监
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各类专业、精细
的现代化装备相继应用，逐步建成时空
密度适宜、布局合理的人工影响天气综
合监测网，为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动态监
测能力奠定了基础。

紧跟服务需求，在适当天气条件下
开展人工增雨雪、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利用科学高效的作业指挥系统部
署作业过程，能够在服务农业生产、缓
解水资源短缺、改善生态环境和重大活
动保障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我省气象部门从空基、地基、指挥、
科研四个维度建立了现代化的人工影
响天气装备体系。这套体系使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可以在增雨增雪防雹、森林
防火、保障重大活动等方面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
李宝东介绍，我省将在张家口赛区周边
地区布设20部火箭作业装置和20部山
地碘化银炉，增加部分火箭发射系统。
建设冀西北飞机增雨基地，基本具备满
足飞机停场和设备发生器维护等综合
保障能力，开发建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指挥平台，实现飞机增雨雪作业的全天
候调度、指挥。开展张家口赛区周边山
区冬季降雪云系的宏观微观结构特征
与降雪形成发展的概念模型研究，开展
规模化地空联合增雪作业试验。

当前，冬奥会已正式进
入“北京周期”。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
工作由基础规划进入专项
计划阶段，场馆建设由规划
建设转入全面建设阶段。

冬季运动作为器械运
动，对气象要素敏感度远超
夏季运动。精确掌握赛道
的风力、风速、雪温等，对于
比 赛 的 正 常 开 展 尤 为 关
键。同时，雪务保障和运行
保障等也让气象服务面临
严峻挑战。面对挑战，气象
部门该如何确保提供高水
平的冬奥气象服务？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近日，由省人
社厅主办，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服
务中心、保定市人社局承办的 2018 年
京津冀招才引智大会在保定举办。来
自北京、天津、河北的 214 家单位提
供就业岗位 6372 个，吸引博士研究
生 、 硕 士 研 究 生 等 各 类 高 层 次 人 才
3560 人到场应聘。据统计，当天，参
会单位收取简历 7100 余份，就业意向
率达27.1%。

此次大会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和企业
类型，划分了机械制造、新能源材料、
IT 电子通信、化工医药、科研院所等
区域。“参会单位岗位需求契合我省产
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方向，集中在
新能源、新材料、机械制造、环保、电
气自动化、生物工程等专业。参会单位
竞相开出高薪招揽具有研发能力的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
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
吴锁柱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北普兴电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招 聘 启 事 上 写
着：招收半导体材料、器件相关专业
研发岗位 2 人，要求博士学历，英语 6
级，年薪 25 万元起。河北省微生物研
究所为了招聘到微生物、生物工程等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
出了提供科研启动经费 30 万元、提供
10 万元住房补贴、支持自建团队等
条件。

大会吸引了不少京津高校学生前
来应聘。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 专 业 的 博 士 研 究 生 孙 中 鹤 几 经 筛
选，向河北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提交
了个人简历。“该院的高分子材料专业
技术岗位与我的研究方向十分契合。我虽然是河南人，但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历史机遇让我对河北的发展前景充满了
信心。”他说。

据了解，大会前期征集我省企业重点产业项目 70 个，
邀请 49 位京津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中科院专家、省百人计
划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优秀专家、省巨人计
划专家、省三三三工程专家现场与我省企业对接洽谈，解
决我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寻找双方合作的契
合点。

据统计，我省企业经过与参会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促
成13个项目签约，15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新闻速递

本报讯（记者邢杰冉）10月
14 日，津冀跨省异地就医门诊
直接结算项目启动会议在天津
召开，津冀人社部门签署了“津
冀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
项目备忘录”。

会上，两地人社部门就津
冀跨省异地就医门诊医疗费用
直接结算方案进行了讨论。省
人社厅副厅长苑鸿志表示，随

着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
的广泛推开，异地门诊慢性病、
特殊病等的“跑腿、垫资”已成
为新问题。河北将以签署备忘
录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天津
人社部门的联系，探索建立津
冀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保障
机制，更好地满足群众医疗保
障需求，使更多群众享受到政
策红利。

京张高铁新建
清河站主体封顶

近日，深州市职教中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新能源汽车实训。
近年来，深州市职教中心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域经济发

展和市场需求前沿，采取“定向培养”模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型人才，改
造提升传统专业，增设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技术、航空服务、工业机器人等
特色专业和实训功能室，打造新时代“工匠摇篮”。 新华社发

深州

“定向培养”打造
新时代“工匠摇篮”

本报讯（记者方素菊 通
讯员李溢春）从中国铁路北京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17
日，京张高铁新建清河站主体
结构封顶。

京 张 高 铁 新 建 清 河 站 是
京张高铁建筑面积最大的车
站，位于北京市清河镇，距离
北京北站 11 公里，计划 2019
年底前开通运营。建成后将

成为北京北部新的综合交通
枢纽。

老清河站站房是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
时的首批站房，距今已有 110
多年历史。在新清河站建设过
程中，老站房整体位移了 84.5
米，待新建工程完工后，老站房
将移至新站房旁，并进行修缮
作为博物馆永久保存。

本报讯（记者贾楠）“2019 京津冀名胜
文化休闲旅游年卡”10 月 15 日发售。今
年，京津冀名胜卡与多家优质文化历史类、
自然风光类、休闲养生类、主题乐园类景区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推出“老年亲子游”主
题。自 10 月 17 日重阳节这天起，京津冀
名胜卡推行最新价格体系，原 100 元乐享
版京津冀名胜卡维持原政策不变，将60元
京津冀名胜卡老年优惠卡的使用条件，从
原 60 岁以上放宽至 55 岁以上，满足老人
带孩子休闲游乐、强身健体、科普教育等多
种旅游的生活需求。

2019年京津冀名胜卡还增设了量身定
制“车辆+景区+主题+路线”的一站式服务，
新增多条适合老年人的旅游行程和旅游旅
居路线，包括京津冀范围内持卡景区线路、
国内外老龄旅居基地度假行程，并为持卡
用户提供专属的折扣，全程配备行程管家。

为方便老年人购卡，京津冀名胜卡开
放了专属的老年卡购票渠道。老年人可以
通过“京津冀旅游年票”官方微信号购买，
由快递配送到家。京津冀名胜卡还与社区
便利店、老年驿站等形成专项合作，增开了
多条线下销售渠道。

2019年京津冀
名胜卡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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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国 际 经 典 设 计 荟
萃，相映生辉

在 100 平方米的国际
及海外经典设计展区，集中
展示 45 家海外设计机构的
国际奖项获奖产品及国际
设计经典作品。该展区邀
请到意大利A’design设计
大奖、美国星火设计奖、意
大利佛罗伦萨设计周、芬兰
ED- Design、法 国 Blaz
Information Technolo-
gy 等国际品牌，集中展示
2018 年度最新获奖作品及
设计新品。

国际设计综合展区重
点 展 出 包 括 Hachi de-
sign、丹 麦 Seidenfaden
Design Copenhagen 及
法国 Blaz 公司的最新设计
力作，涵盖获得白金奖和欧
洲设计大奖等多个国际知
名奖项的 Gesslein 婴儿推
车、Bottle Bottle Cof-
fee Thermos 瓶装咖啡
热 水 瓶 及 引 力 透 镜 X-
Mirror等一批优秀作品。

国内先锋设计展区，则

涵盖了北京、上海、武汉、杭
州、深圳等重量级城市的设
计成果。

科技与设计融合带
来全新体验

在国际先锋设计科技
体验馆西口，一面“时光墙”
不停闪烁。利用电脑连接，
创作者使用 90 个 LED 日光
灯管制作成时光屏，时、分、
秒数字根据真实时间而变
换。该创意结合日光灯管
的物理性，突出科技与时间
概念的交融，给参观者带来
时间与空间的错位感。

国际先锋设计科技体
验馆面积约 600 平方米，设
立未知世界馆、科技共生体
验馆、城市意象探索馆三大
展区，主要展示视觉眼镜、
情绪捕捉传感器、人脸识别
等科技。

在 安 装 好 的 VR 大 型
体验台上，记者佩戴特制眼
镜，随着轨道滑动，看到了
巴黎“EP7”展览现场，进而
场景移动到台北“空总·文
化试验场”长廊，短短“旅
程”让人欣喜不已。

（上接第一版）
规范管理、精准培养、严格考核，山

区学校种子教师快速成长为视野开阔、
业务精湛的教学骨干，120 多名教师在
县、市级以上优质课评比中获奖，教师的
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示范带头作用越
来越明显。

在石外集团的帮助下，各个被帮扶学
校的“造血”能力显著提升。为持续提升
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被帮扶学校纷纷启动
了“二代种子”培养计划：赞皇二中已发展
17 名二代种子教师，平山二中积极培养
26名二代种子教师⋯⋯

此外，石外集团还与山区学校实施教
学计划同步、集体教研同步，采取“走下
去、请上来、送微课、影子培训”等形式，确
保同步教学质量。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2016 年，
赞皇二中在市级评优课中是全县唯一获
得一等奖的学校；元氏七中在市级评优课
中获奖人数占全县的 60%；平山二中在市
级评优课中获得 3 个一等奖，占全县一等
奖的 50%。各被帮扶学校的教育教学水
平大幅提高，今年石外集团帮扶的 6 所中
学的中考成绩在重点率和普高率方面普
遍居本县前列。

科学帮扶，激发贫困山区
师生内生动力

每当平山二中九年级学生闫森睿学
习松懈时，就会想起与石外集团保送生白
若冰姐姐的约定——相见上海交通大学，
他浑身就会有使不完的劲儿。

然而，半年前闫森睿的梦想却是：辍
学，在家睡觉、打游戏。

闫森睿是平山县深山区的留守儿童，
学习基础薄弱，26个英文字母都难以流利
背诵，数学更是吃力，深感考学无望、前途
迷茫，萌生退学想法。

“三十年后你还可以继续睡觉打游戏
么？”“你拿什么养活自己？”当时在平山二
中进行“阳光小讲台”支教活动的白若冰
提出一连串问题，让闫森睿幼稚的脸庞变
得严肃起来。

交朋友、聊爱好、谈理想，白若冰为闫
森睿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激励他
树立远大目标并为之奋斗。似懂非懂的
闫森睿意识到了想法的幼稚和荒唐，开始
积极向上，努力学习。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校长裴红霞说，学
生是山区学校实现教育脱贫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改变一个学生首先要改变他的人
生目标，有立志脱贫的追求。

留守儿童问题是教育扶贫的难中之
难、重中之重。由于家长观念陈旧，家庭
教育缺失，很多留守儿童对自身的职业生
涯规划并不明确，甚至存在一些心理健康
问题，阻碍着贫困代际传递的打破。

对此，必须通过活动教育、励志教育、
体验教育、心理教育，使山区学生脱贫成
才的信心得到激发，树立“一人技术学在
身，全家脱贫有希望”“培养一个、致富一
家、影响几代人”的生活目标。

被帮扶学校纷纷创建学校文化，植
入一种价值观、一种态度情感和行为方
式，激发师生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
神风貌，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追求。
石外集团帮扶的 12 所中小学在挖掘

当地乡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
使学校文化从无到有，形式和内涵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井陉障城中学营造的“家文
化”、赞皇野草湾中心小学营造的“草根文
化”，倡导学生树立脱贫志向，培育自强不
息、朴实无华、乐观向上情怀⋯⋯

学校文化的构建和完善，丰富了学
校课程和校园活动。平山二中先后成立
了 60 个学生社团，学校机器人社团 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三年获得石家庄市机
器人大赛一等奖，2017 年获得河北省二
等奖；5 所被帮扶学校被评为市、县文明
校园。

学校文化的建设、课程活动的丰富、
文明校园的创建，培育了一种精神，改变
了一种价值取向，树立了一种信念，激发
了一种内生动力，贫困山区学校师生精神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资源共享，辐射带动贫困
县县域教育发展

“Perfect（完美）!”
10 月 13 日，石外集团组织参加全球

基础教育研究联盟会议的20多名外宾，来
到平山二中，在观看篮球社孩子打球时，4
名外宾按捺不住，与孩子们一起打起球
来，夹杂着英文的球场顿时热闹非凡。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流
行语，对于平山二中杨馨月和李卓雅两个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今年寒假
即将实现。

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美籍亚裔
中心执行董事钟梁珏然，趁全球基础教育
研究联盟此行考察之际，在平山二中选定
杨馨月、李卓雅作为资助对象，并邀请两
个孩子今年寒假赴美游学，孩子们的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巍巍太行，重峦叠嶂，没有阻隔贫困
山区教师、学生放眼寰球的视野，没有阻
断他们触摸世界的手臂。石外集团始终
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世界 21 个国家的
168 所学校建立了友好校际关系，每年友
好学校师生互访交流近千人，并对 12 所
贫困山区学校全部开放。从此，12 所贫
困山区学校国际教育交流从无到有，开
始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教育的时代
潮流。

4 年来，这些贫困山区学校接待国外
友好师生 575 人次，他们已经从开始时的
不知所措、不敢交流转变到现在的接待活
动丰富、交流氛围热烈。在 2018 年石家
庄市教育国际交流工作评比中，有 4 所学
校成为所在县唯一的获奖单位。

推进教育共享发展，6 个山区县的 12
所中小学已逐渐成为当地教育的旗帜，并
对县域内的其他学校展开帮扶带动。平
山二中已成为平山县重要的教育教研基
地；赞皇二中开始帮扶和带动本县的张楞
中学、龙门中学等农村学校；元氏七中成
为全县的教研基地，并与元氏九中结对进
行教育帮扶⋯⋯

石外集团教育扶贫以点带面，火苗
越燃越旺，辐射带动多个山区县县域教
育 发 展 ，点 亮 了 贫 困 山 区 脱 贫 致 富 的
希望。

六大板块展示工业设计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