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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四项重点工作一线行” 威县报道———

德动， 创新驱动
本报记者 宋国强 吕虹蔚

前不久，在中国·廊坊国际经贸
洽谈会上， 来自我市威县的一款新
能源汽车， 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的
眼球， 不少客商还主动提出了合作
意向。

这款车到底有什么奥妙？ 5 月 25
日，记者来到威县经济开发区，走进
河北德动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探究竟。

拥有两项“世界第一”

流线体，跑车形，超大空间，剪刀
式车门……初见德动汽车，记者立即
被其新颖的外观所吸引。

“我们这款车靠的是创新驱动，
集合了多项世界顶尖技术，将引领全
球新能源汽车潮流。 ”公司副总经理
闵永有向记者介绍，这款车拥有至少
两项“世界第一”———

这是世界第一款整车采用碳纤
维复合材料的纯电动汽车。 车身采用
目前最先进的 RTM 技术制作， 模压
一次成型， 取消了传统汽车的冲压、
焊接、涂装环节，在减轻车身自重同
时，增加了硬度韧性，实现节能环保。

“这种碳纤维复合材料，质量是
钢材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材的十
倍。 ”闵永有说，这种材料不仅可以应
用在汽车上，还可以用在航天、航海
领域；公司在制造汽车的同时，还打
算向飞机、轮船制造延伸。

这又是世界第一款按电动车结
构特点设计的整车。 不仅车型现代新

颖，功能也得到改进———取消了传统
汽车发动机， 使驾驶员位置前移，增
大乘用空间。 同时，取消了传统汽车
A 柱设计，前挡风玻璃与左右车窗一
体化，最大化减少了视野盲区。

万里缔结好“姻缘”

这款汽车的诞生，背后有着鲜为
人知的“姻缘”故事。

翟春新，河北隆德专用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2 年 3 月，在一
次业务洽谈中，翟春新偶然得知德国
费舍尔科研团队正在研发一款新能
源汽车。 曾经多年从事汽车贸易的
他， 立刻感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
经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牵线搭桥，翟
春新与费舍尔科研团队达成合作协
议，共同筹建河北德动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作为投资方，翟春新提出，汽
车研发成功后，把科研和生产基地放
在自己的老家威县。

先后耗资 3 亿元人民币，历经数
百次科研试验，2014 年 10 月，德动公
司首台电动汽车驶下生产线。同年 12
月，通过欧盟技术认证，获得 40 余项
专利技术。 经实际测试，该车续航里
程为 400 公里，设计时速 140—160 公
里，电池寿命 60 万公里。 据测算，德
动汽车的行驶成本为每公里 0.1 元，
仅为传统汽车的十分之一。

“百亿企业”在威县起步

在开展科技研发的同时，总投资
20 亿元的德动汽车生产基地也开始

在威县紧锣密鼓地建设。
“公司建设目标是，以新能源汽

车整车研发制造、 碳纤维生产为主
导，以汽车零部件生产和现代化物流
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闵永有说，德
动新能源项目将建设年产 10 万辆碳
纤维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和 20 万套完
整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生产线，
项目达产后预计销售收入可达 150
亿人民币。

德动新能源项目， 成为威县的
“眼珠子”。 威县在经济开发区专门规
划了欧德新能源汽车城，为项目的建
设和拓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员工
住宿楼正在加紧施工，目前楼体已经

封顶。 闵永有说，到 8 月底，至少有 1
个生产车间具备整车组装条件，年底
前一期工程将竣工投产。 届时，领先
世界的新能源汽车，将从这里驶向全
国、全球。

� 德动新能源汽车亮相廊洽会。 （本报记者 吕虹蔚 摄）

项 目 建 设 一 线 行

世界上最好的材料、最好的
电池，加上最前沿的功能和外观
设计，成就了德动新能源汽车。德
动，创新驱动！这再一次让我们看
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谁能大
胆创新，谁就抓住了未来，谁就可
以更加从容地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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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
今天做祖国好儿童 明天做祖国建设者

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记者
霍小光 黄小希） “六一” 国际儿童
节到来之际，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亲切会见全体代表。 他寄语全国各
族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
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 强调童年是人

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
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培养好
思想、 好品行、 好习惯， 今天做祖国
的好儿童， 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 美
好的生活属于你们， 美丽的中国梦属
于你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参加会见。

上午 9 时 30 分， 在少先队员们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习近平等走
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少先队员们迎
上前来， 为习近平等戴上鲜艳的红领
巾， 敬少先队队礼。 习近平高兴地同
各族少先队员、 老少先队工作者们亲
切握手， 并合影留念。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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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6 月 1 日 讯
（记者高伊凡）日前，从市
发改委获悉， 省发改委能
源局下达今年光伏发电项
目计划安排， 我市 7 个项
目获批建设， 将新增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 29 万千瓦，
其中光伏电站 25 万千瓦，
分布式 4 万千瓦。

被列入建设计划的
发电项目分别是邢台县
西黄村镇 30 兆瓦光伏
并网发电项目、 南宫市
雨养型节水高效蔬菜大
棚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内丘县柳林镇 50 兆
瓦地面电站项目、 任县
大屯乡 40 兆瓦农光一
体化项目、内丘县 100 兆
瓦光伏发电项目、 邢台
县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和任县 20 兆瓦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

内丘县内丘镇对包村干部村干部实行定档管理动态监测

比比谁的红旗多
大良村、 中程村的干部引领村

民开网店， 南关村的干部带领村民
发展蔬菜种植， 小留村选派了卫生
监督员……

这些变化村民们心里都有底：
“镇上督导组每月进村走访， 根据
村里工作开展的情况给村里定档，
档次低了效绩工资受影响， 高了
才能评优， 包村干部和村干部都
很上心。”

这个定档， 是内丘镇在农村管
理上的一项创新———定档管理、 动
态监测。 近年来， 针对基层组织管
理松散的问题， 每年内丘镇要搞两
三次集中整治活动， 抓作风、 抓工
作。 但集中整治反弹严重， 前脚验
收后脚就松懈。 如何能做到查与不

查一个样， 明察暗访一个样？ 今年
4 月， 内丘镇以年初集中整治活动
验收统计为基础， 将全镇 53 个村
分为优、 良、 中、 差四个档次， 并
挂图公示， 分别对应红、 绿、 黄、
蓝色的小旗。 根据日常的监测， 每
个月对档次调整一次。

定档管理、 动态监测的内容涉
及村里经济发展、 党的建设、 计划
生育、 农村面貌改造提升、 环境保
护、 信访稳定、 便民服务等 10 方面
工作。 囊括了村里各项工作， 与包
村干部和村干部主要职责任务无缝
对接。

“工作干不好， 拿不到红旗，
这脸上挂不住。” 小留村支书张战
军说。 在第一次定档时， 因为街道

上有垃圾， 小留村被定为良， 没能
拿到红旗。 小留村是省级农村面貌
改造提升示范村， 却丢了环境卫生
上的红旗， 这让张战军感到脸红，
他立刻着手整改。

“现在大家都在使劲争红旗。 ”
包村干部王海峰一边记录自己所包
的村获得红旗的情况一边对记者
说，工作干不好，不仅脸上挂不住，
还要受到处罚。 目前，已有 5 名村干
部被停职，2 个村支书被警告处分，
对 2 名村支书进行了诫勉谈话。

定档管理、 动态监测实施以
来， 在该镇包村干部和村干部中形
成了比好、 比快、 比强、 争先进位
的良好氛围， 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本报记者 高 敏
通 讯 员 石晓鹏 翟 丽

5 月 26 日，在河北金月泽服装
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赶制户外运动
服装。

棉毛纺产业是南宫市传统产
业，以前大都集中在轧花、纺纱两个
环节，产业集群内产品初级、链条过
短。针对这一问题，南宫市着重引进
生产面料、服装的项目，补齐短板。
金月泽开发的户外系列运动服装附
加值比传统服装提高了 6 倍， 且全
部出口欧美国家。随着金月泽、天纺
集团等项目的落地、投产，南宫市棉
毛纺产业链条日益延伸。

（李义厚 刘华晶 摄）

“寻找民族团结感动人物” 网络投票正在进行

“最美援疆医生”余文丽入围
本报 6 月 1 日讯 （记者宋国强）

从市民宗局获悉， 由中国民族报社主
办、中国民族宗教网承办的“寻找民族
团结感动人物” 大型公益活动网络投
票正在进行中。市民宗局推荐的“最美
援疆医生”余文丽入围 30 位候选人。

余文丽， 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
生。 2010 年底， 作为河北省第六批
援疆医生到新疆若羌县人民医院工
作。 期间， 她爱人突发脑溢血， 落下
偏瘫后遗症。 余文丽悄悄带着爱人到
新疆继续援疆， 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为

当地居民服务， 成绩斐然。 她的典型
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在全国产生重大
反响， 余文丽被各族人民誉为“最美
援疆医生”。 2013 年， 她荣获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接见。

据了解， 本次活动投票截止时间
为 6 月 14 日 24 时。 届时， 活动组委
会将根据得票多少， 最终推出 10 名

“2014 年民族团结感动人物”。 广大
读者可登录中国民族宗教网， 向候选
人投下您神圣的选票。

张晓钰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6月 1日讯（记者杜烁 刘镇）

从市文明办获悉， 今年五月份“中国
好人榜” 名单日前揭晓， 我市“邢台
好人” 张晓钰榜上有名。

1979 年出生的张晓钰是市中心
血站的一名职工。 2006 年她报名成
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4 年 5
月 14 日， 她接到市红十字会通知，
自己与上海市一名 9 岁的白血病儿童
配型成功。 由于张晓钰的血红蛋白含
量低于正常标准， 不能马上捐献， 需

要尽快提升血红蛋白才能进行造血干
细胞采集。 她毫不犹豫地配合专家的
决定服用西药以改善血红蛋白， 胃部
出现了刺激性反应， 经常发生胃疼、
出汗等症状。 张晓钰就忍着疼痛坚持
服用药物。 2014 年 7 月， 张晓钰成
功捐献出造血干细胞， 挽救了一名白
血病患儿的生命。 她也成为我市首位
女性捐髓者和我市第 8 例、 河北省第
2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全国第
4300 例志愿捐献者。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南宫棉毛纺产业

补齐短板
延伸链条

中韩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4 版

我军开展实兵对抗演习
3 版

奥委会公布《评估报告》

北京携手张家口办赛能力强
8 版

首届京津冀青年互联网 + 创业大赛
启动暨邢台创业大学开班仪式举行
魏存计出席并讲话

本报 6 月 1 日讯 （记者吕虹蔚
闫丽静） 今天， 首届京津冀青年互联
网 + 创业大赛启动暨邢台创业大学开
班仪式在邢台众创空间举行。 省科协
副主席郑丽萍出席仪式， 市委副书记
魏存计出席仪式并讲话， 副市长史书
娥为创业大学揭牌。

魏存计简要介绍了近年来邢台创
新创业开展情况， 向首届京津冀青年
互联网 + 创业大赛暨邢台创业大学成
功启动表示祝贺。他指出，推进创业创
新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要战略，举
办这次首届京津冀青年互联网 + 创业
大赛暨邢台创业大学开班仪式， 组织
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实
践， 对于带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
力， 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具有积极意义。 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
立抓创新创业就是抓发展的意识，进
一步更新理念、创优环境、搞好服务，
全面激发社会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

魏存计强调， 要把推进青年创新

创业和正在开展的“三个一百” 活动
有效结合起来， 围绕青年创新创业的
特点和需求， 瞄准京津， 大力引进科
研机构、 人才、 项目等先进要素， 努
力打造邢台经济升级版。 要加强创新
创业服务， 以落实好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十条措施为重点， 进一步加大政策
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 有效解决创新
创业中融资、 技术、 平台等问题。 要
切实发挥青年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作
用， 鼓励广大青年进一步发扬勇于创
新、 善于创业精神， 积极投身到邢台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来， 在创新中成
才， 在创业中发展， 共同掀起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的新高潮。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科协、市人
社局联合举办， 将聘请青年创业导师
为创业青年提供一对一创业指导。 邢
台众创空间将为创业者免费提供办公
场地、社交平台和创业培训。仪式结束
后， 互联网专家简晶为广大创业青年
作了题为《我看互联网》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