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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业合作 共塑品质保定

我市举办 2021 中德产业合作恳谈会
周健闫继红现场致辞 张锋等视频寄语
本报讯（记者刘澜）5 月 18 日，以“深化产业合作 共塑
品质保定”
为主题的 2021 中德产业合作恳谈会在电谷国际
酒店隆重召开。
省商务厅厅长张锋、前联邦德国国务秘书弗
里德黑尔姆·奥斯特、德国宾根市长托马斯·费瑟、德国西南
金属与电子企业联合会干事长蒂姆·文庭、德国梅森博格集
团董事长马丁·梅森博格视频寄语。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
进中心副主任周健，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闫继红现场致辞。
闫继红首先代表保定市委、市政府和 1000 万保定人
民，向远道而来以及通过视频连线对保定给予关注的国内
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她指出，
我国推动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提
供了巨大市场机遇，
为此次中德产业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
勾画了美好蓝图。保定市将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积极为推动中德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作出地方应有
贡献。
德国是传统工业强国，也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
一，对保定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现代
工业体系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加

快推进，双方的对话将更加频繁、联系更加紧密，合作的道
路也将越走越宽。
周健在致辞中说，
中德交流合作深度开展是中外合作的
一大亮点。
2020年，
中德携手共克时艰，
双方贸易额逆势上扬，
德国已连续 40 多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中国
不仅连续5年蝉联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更是首次跃居成为德国
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充分体现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力。
作为
发展潜力无限的一座城市，
保定已培育形成汽车、
生物医药、
高
端制造、
文化旅游等现代产业集群，
发展动力强劲。
此次恳谈会
聚集优秀企业和机构，
共同探讨在保投资兴业，
必将为中德合
作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助力带动保定产业发展。
会上，市委常委、秘书长张贵宝进行我市招商推介。西
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总监余准、费森尤斯奥
美德国际医疗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区执行总裁康泽彤、中德
制造业大学校长刘全伟分别就德国制造业、医疗康养产业、
职业教育进行推介。我市还对氢能产业、绿色建筑、深圳园
等重点产业项目进行推介。全市多家开发区负责人和参会
嘉宾进行了深入对接洽谈。

中德产业合作恳谈会嘉宾代表前往高碑店市、徐水经开区参观考察

深入对接交流 感受“保定智造”品质力量
本报讯（记者邱恩宇）5 月 18 日上午，
参加中德产业合作
恳谈会的部分嘉宾代表走进高碑店市、
徐水经开区，
对奥润顺
达集团、
长城汽车徐水分公司及伟巴斯特公司进行实地参观
考察。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健等参加考察。
嘉宾们首先来到位于高碑店经济开发区的奥润顺达集
团，这是一家长期致力于节能门窗与绿色节能建筑研究与
应用的企业。
在国家住宅体验中心，人们参观了以居住需求
为主导，集成前沿设计理念、建筑技术、节能技术的新型装
配式超低能耗示范住宅——被动房。
在中国门窗博物馆，
大
家不仅了解了门窗演变的历程，聆听每扇门、每樘窗所处年
代的鲜活故事；
而具备自动开关功能的智能感应门窗，净化
率高达 98%以上的除霾净化窗，具备保温、隔声、抗风压优
异性能的节能门窗，
更是让嘉宾们眼前一亮。
随后，
嘉宾一行来到徐水经开区，
分别对长城汽车徐水
分公司、伟巴斯特公司进行参观考察。
坐落于徐水经开区的
长城整车生产基地，
包括整车厂、
冲焊物流园、
综合性能试验
场、配套零部件园区和生活区 5 部分。嘉宾们先后对整车一
期工厂的冲压、焊装及总装三大车间进行走访观摩，近距离
领略
“哈弗大狗”
“哈弗 H9”
等车型生产线的精度与效率，同
时共同见证了长城人秉持的
“品质是企业生命”
的生产理念。
作为德国独资企业的伟巴斯特，是世界百强汽车零配
件供应商之一，
其保定工厂主要产品为全景天窗，核心业务

分为车顶系统、加热系统和充电解决方案。工厂占地约为 2
万平米，主要客户包括长城汽车、现代集团、一汽大众、长安
集团等。在生产车间，嘉宾们参观新一代“哈佛 H6”的天窗
配套生产线、北京现代高端车生产线及卷阳帘生产线等。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樊颖
晖，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医疗企业服务和解决方案事
业部总监余准，费森尤斯医药用品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经
理姜勃淳，德国国际先进医疗技术联创中心 iCCAMT 董事
长吴晖，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河北区域总监张元鹏，德
尔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马勇，中国中小企业中心
（德国）总经理孙海龙，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朱
德威，德国 STARKE 律师事务所 CEO、中国欧盟商会董事
丹尼尔·阿尔布莱希特，中德制造业大学校长刘全伟，德国
霍曼门业集团副总裁刘新昌，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中国首
席代表何宏，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高级代表
张洪波，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委员会大中华区首
席代表孔明，德国下萨克森州驻华首席代表张彝，德国巴伐
利亚州驻华首席代表助理王晓慧，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
代表张宗良，中关村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韵琴，中
国中小企业中心（德国）副总经理吴郑斌，中德制造业大学
集团业务处处长张广莹，以及保定工业园、安国中药产业
园、涿州高新区、各经开区主要负责人参加此次考察。

市路灯服务中心开展职工技能大比拼

来看看，
我市这群高空作业人有多牛

本报讯（记者宋文雅）为开辟优秀技能人才快速成长的
渠道，搭建技能展示的平台，日前，市路灯服务中心举办了
2021 年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经过三天的激烈比拼，促进了
职工技术技能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5 月 14 日，在高空作业比赛现场，选手们个个跃跃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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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作业比赛。
高空作业比赛
。

试，准备操控着大型升降车一展身手。对于高空作业项目，
不仅仅考验作业人员能否熟练操控车辆升降，还要求操作
精准规范，才能确保地面车辆和高空作业人员安全。放置安
全标志、开启支腿，第一位参赛人员麻利地跳上工作平台，
将安全防护装备佩戴好。随后，臂架平稳升起，仅仅两分钟，
便到达了高空，打开灯罩开始维修。低压控制盘比赛现场也
是同样激烈，作业人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元件检测、
按线路图正确安装并能正常运行。主要从逻辑线路理解与
熟练程度等方面进行评比。
据了解，此次比赛的选手全部来自于市路灯服务中
心的一线员工，共计 78 人。通过知识写作、保定市智慧
照明综合平台、汽车驾
驶、低压控制盘、高空
作业、监控系统操作 6
个项目的比拼，全面检
验了各岗位技能技巧水
平与实际操作能力，促
进了职工技术技能水平
进一步提升。

望山恋水醉游保定

我市 1 条线路 6 个村庄
获省文旅厅推广
本报讯（记者孟丽）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大美燕赵·冀忆乡情”
2021河北乡村旅游
乐享季推广发布活动近日在平山县北庄村举
行。
活动现场发布 50 个 2021 河北乡村旅游特
色村、11 条 2021 河北乡村旅游精品主题线路、
“河北乡村游”
小程序等多项内容，
全面展示我
省乡村旅游的特色亮点和丰富内容。
其中，
我市
1条线路和6个村庄入选此次推广发布。
我市“望山恋水醉氧游”线路入选 11 条
乡村旅游精品主题线路。具体路线为：保定
市区→野三坡百里峡景区→百里峡村七彩
小镇→易县安格庄村→恋乡·太行水镇→易
水湖景区。这是一条“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
而吹衣”的醉氧之路，有着江山如画的灵秀之
美。感受“天然氧吧”野三坡的舒爽，领略七彩
艺术小镇的文艺气息，品味恋乡·太行水镇的
江南风情，体味易水湖的沧桑美景，畅游其
中，山水古镇相融合，如诗如画醉游人。
50 个 2021 河北乡村旅游特色村中，我市
阜平县城南庄花山村入选红色历史乡村，易
县西陵镇凤凰台村入选民俗文化乡村，易县
安格庄乡田岗村入选绿色生态乡村，阜平县
骆驼湾顾家台村、竞秀区大激店镇大激店村、
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入选特色民宿乡村。6 个
村庄都是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5 月 12 日，竞秀区华南社区党总支、保定
职业技术学院商务技术系党支部携手大风车
幼儿园联合举办了一场“绘党史 感党恩”童
手绘党史活动。小朋友们整齐地蹲在 5 米多长
的白色画布前，提起画笔、发挥想象、认真绘
画，
表达他们心中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福。
记者 霍若雯 通讯员 苏洁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走遍保定”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行动

我市通报空气质量
较差县市区
本报讯（记者葛淑霞）5 月 18 日，市生态
环境局通报了 17 日各县（市、区）和开发区空
气质量排名情况。
22 个县（市、区）17 日 1-24 时空气质量
指 数 后 三 名 ：博 野 县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点 位
（80）、高碑店广播电视台点位（80）、安国市职
教中心点位（79）。
主城区 17 日 1-24 时六个监测点位空气
质量指数最后一名:竞秀区胶片厂点位（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