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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两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覆盖十县（市、区）

农历大年三十，当大多数人已进入放假状态，位于阳
曲县青龙镇的山西穗华物流园的值班人员依然如往常一般
忙碌。

天色渐晚，城市配送业务部负责人智国收到了来自客
户百果园的送货订单，“春节期间，新鲜水果的需求量很
大，订单量增加了，尤其是一些高档水果，还需再跑一趟。”
说话间，客户的订单数据已通过系统传输到物流园。通过
过量分析，线路排线，确定当天出车人员后，他安排驾驶员
分批次到岗装车。

此时，在园区另一个仓库的装卸月台前，有一辆刚从
产地拉运水果回来的卡车正在卸货。仓库管理人员在装
卸平台上清点核对货物，工作人员在仓库和装卸平台间来
回走动，一箱箱包装严实的水果，被推进了仓库，码放得整
整齐齐。

半个小时后，智国坐下来休息片刻，“我们车队有 40

辆新能源车，30多个司机，白天、晚上轮流送货。仓库里的
水果一般是白天从产地到货，晚上直送到店，人们第二天
就能吃到新鲜的水果了。”

此时，配送业务部司机袁杰飞正忙得不可开交：货物
清点、扫码上车、有序码放，各环节工作一丝不苟。他负责
往我市河西 12个百果园门店送货。待水果装满一车后，检
查车况确认良好，袁杰飞驾车出发。

新春佳节，到处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晚上 7时刚过，
路上的行人车辆已经很少了。袁杰飞从物流园出发，途经
阳曲镇，上卧虎山路，再从新城大街直奔和平北路，后一路
南下，前往各门店送货。袁杰飞心里盘算着时间，“按照以

往经验，我能在晚上 0时前赶回家
吃上团圆饭。”

袁杰飞年近 35 岁，老家在阳
曲县，在山西穗华物流园成立之初
就加入了配送队伍。由于为人诚
信可靠，干事踏实稳重，他已成为
物流团队的事业合伙人，每月在拿
到出车工资后，还能享受到公司的
发展红利。如今，他已经在太原市
区买了房。

半个小时后，袁杰飞来到了第
一个站点，百果园优山美郡店，此
时，店员已经下班了。“过年呢，店
员们下班早，我们也提前了送货时
间。要在平日，我们送货都到半夜
了。”他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门店
的卷闸，将一筐筐新鲜水果搬进店
里，快速摆放完成，然后拍照、关灯、
锁门，一切都轻车熟路。然后，他驾
车向南驶去，前往下一家门店。

细心的袁杰飞将各门店钥匙贴上不同的标签，既方便
了管理，也提高了工作效率。“生活的好坏是自己奋斗的结
果，公司相信咱、门店信任咱，咱就不能让人家失望。”正因
为他秉持这个理念，四五年来，他派送的货物，没有出现过
差错。

路上，袁杰飞聊起了家庭，聊起了这些年送货的点点
滴滴，“以前白天送货受交通路况影响较大，加上门店收货
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可能在门店销售高峰时间段内到货，

对于店员来说，一边要忙着收货，一边还要做生意，两头兼
顾无法应付。而换成夜间配送，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了。”袁杰飞说。

从第一家门店到最后一家，袁杰飞卸货、整理、检查、拍
照、回收，各流程行云流水般娴熟流畅。4个小时后，已是晚
上 11时，袁杰飞配送完最后一单，把公司的标准送货筐全
部回收到位，驾车返回了物流园，“回家很近，能赶上新年的
钟声，误不了吃团圆饭。”他说。 记者 胡引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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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22年，小店区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23 年，小店区将坚持把
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
展信心入手，全力做精一产、做大二产、做优三产，加快扩大
有效需求，精准帮扶市场主体，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
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小店区是省城重要的蔬菜、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今年，
小店区将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确保建成高标准农田 1.15万
亩，粮食种植面积 4.2万亩；加快构建“两平台一通道”，努力
形成“企业+农户”的技术指导平台、销售平台和农户小额贷
款的产业发展保障体系，融合线上线下营销资源，增加农民
收入；打造 208 国道沿线精品设施蔬菜产业廊道，打响普罗
旺斯西红柿、稀特草莓、早黑宝葡萄等特色种植品牌，挖掘培
育王吴有机蔬果、刘家堡绿色番茄、流涧精品大葱、西温庄循
味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潜力，实现高产高效、优质优价；依托
大丰种业、国禾天元、三安农业和山西国冕等农企，探索完善
全产业链托管模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乡村 e

镇，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文旅康养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
在全省“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和太原“一

体两翼”发展格局中，小店区与综改区优势互补明显，产业合
作前景广阔。小店区将强化与综改示范区对接互动，共同谋
划产业、共同招商引资，联手打造支撑山西中部城市群产业
高地。以合作共建示范工业园区作为重要抓手，加快山西维
尔生物乳制品等 9家入园企业项目手续办理，对接上海宾通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13家意向入园项目。出台小店区工业
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推动山西煤机、华豹新材料等龙头企
业智能化、绿色化。

小店经济最大优势在三产，最大支撑在三产，最大潜力
也在三产。今年，小店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经济发展的
突出位置，推动三产服务业重回巅峰。瞄准省城现代商业商
务中心和区域消费中心目标定位，推动传统服务业提档升
级、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编制出台《小店区促进商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三十五条》《小店区商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
大力发展“七大商圈”，引导“政策扶持、项目招引、咨询策划、
宣传造势、公共服务”向重点商圈倾斜。发挥商圈管委会统
筹作用，着力优化商圈载体品质，提升商圈业态品牌，实现商
圈活力升级与持续繁荣。推进“一轴四片多点”楼宇经济发展
规划，加快推进专业特色楼宇联合打造，持续开展商务楼宇星
级评定，运行好空间经济服务平台，全面提升楼宇资源集聚。
依托高铁、公路、航空三大交通枢纽在小店集聚的优势，发展
临铁临空经济带。构建“产业+电商+配套”可持续发展电商
业态，加快发展商贸、旅游、餐饮等夜间经济、地摊经济、小店
经济，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零售等重点消费领域，不
断释放消费内生动力，让小店的“烟火气”更加有滋有味。

对于续建项目，小店区将全力保障好项目所需的要素资
源，高效做好机场三期改扩建和地铁 1号线一期工程等基础
设施建设服务保障。推进阳光数码港、千禧广场提档升级和
太原茂业 JW 万豪酒店、红星美凯龙、万达广场、希尔顿花园

酒店等重点项目，打造生活服务业新名片。推进山西电机与
上海均和集团合作的电机小镇项目，争取今年产值达 30 亿
元规模，打造符合地方产业发展新方向、具有推动产业集聚
效应的电机产业园区。

2022年，小店区启动建设信创产业集聚区。今年，该区
将借助百信、中标、龙芯等龙头企业引领作用，高标准打造

“小店区信创产业集聚区”，与太忻科创共同体南北呼应，推
动信创相关数字产业高效落地和集聚发展。发挥易通天下
平台集聚效应，培育一批科技创新、网络货运等领域的数字
经济优质企业，引入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企业，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高端融合发展。

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小店区将深化与北京师范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持续推进
省校合作“12大基地”建设，加深在智库建设、人才交流、科技
创新等领域合作，加强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探索
更加创新、科学的人才引进政策体制，增加柔性引进人才的
灵活性，逐步丰富重点发展产业、新兴产业技能人才政策体
系。依托汾东人才公寓，加强人才落户、购房、就医、社保、子
女入学等方面服务保障，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记者 司 勇

做精一产 做大二产 做优三产
——小店区 2023 年经济工作亮点解读

本报讯 1月 20日，我市召开应急值守调度
部署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坚决扛起主体责任，贯
彻落实应急管理部应急值班“十个必须”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实化措施，严格
执行三级值班带班，充分发挥上传下达、联系左
右、沟通内外的运转枢纽作用，确保联络畅通、运
转高效。

会议要求，春节期间，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
故以及发生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温暖、有序过节
的重要紧急情况，包括受极端天气影响造成的灾
情险情等突发事件，实行提级报告制度。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
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应急响应、平急转换、应急
处置等各项工作必须更加灵敏、更加果断、更加
迅速。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预报预警，遇有极端
天气影响、地质灾害防范、重大突发事件等预警
和端倪，要果断采取针对性防范举措，落细落实
基层单位和法人的主体责任。

会议公布了我市春节期间风险提示清单。包
括煤矿和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
管道、消防和景区景点等领域存在的风险，尤其是
利用节日监管空档非法盗采、群体性食物中毒和
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等风险；天气趋暖、风干物
燥、祭祀活动等诱发的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城乡接
合部、棚户区、农村、老旧小区、城市居民因用气用
电取暖不当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和火灾风险；低
温、雨雪、冰冻、大雾等极端天气影响造成的交通
出行、地质灾害、农业生产、供暖供电供气风险。

会议指出，要加大节日期间督促检查力度，加
强安全宣传和安全教育，积极引导群众增强安全
出行、防范火灾、文明祭祀、文明过节意识，防止小
问题酿成大风险，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申 波、王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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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物流园值守人员在清点核对货物。

1 月 21 日，农历大年三十的太原南站，派出所值勤的民警放弃休息，坚守岗位，排查隐患，疏导乘客，保障春运安全。
王韵菲 摄

本报讯 1 月 21 日市农业农村局消息，为确保“两节”
期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太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持续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连日来，执法人员又
先后赴晋源区、清徐县、古交市、娄烦县等地督导此项工
作，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40 人次，检查生产经营企业 15

家，下达了 1 份责令整改通知书，执法检查督导实现十个
县（市、区）全覆盖，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严厉打击涉农违法
行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此次执法专项行动围绕农产品种植基地、养殖场、动
物诊疗机构等重点对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生产记
录、有无使用违禁农药、动物防疫合格证、养殖档案、用药

记录、处方笺、诊疗废弃物等方面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打
击农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

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检查的同时深入农产品种植基
地、屠宰场等地开展质量监督抽检，共抽样鸡蛋、西红柿、
香菇等 15 个批次的农产品，进行现场采样、封存，对抽样
过程全程监督和记录，并送相关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

下一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加强农产品重
点品种、重点领域、重点时段的质量安全检测，聚焦执法办
案主责主业，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周 皓）

本报讯 春节假期，我市天气晴朗，最低气温基本保持
在零下 10℃以下，1 月 21 日，市热力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证广大市民能过一个温暖、红火的节日，他们启动了

“两节”保供热模式，全力以赴确保全市集中供热平稳有序。
市集中供热调度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去冬今春我市

大体经历了三轮寒潮，尤其 1月 13日降雪后，我市最低气温
一度降到了零下 20℃左右，后虽稍有回暖，但持续偏低至
今。适逢“两节”，市热力集团多措并举保供暖。一方面，当
下各电厂燃煤储备充足，燃气供应量有保证。出口水温已
调整为春节运行要求，其中兴能电厂达到 117℃、二电厂
115℃、华能电厂 115℃，其他电厂也按要求保持在 100℃以
上。几处调峰热源全部按照要求启动，燃煤燃气充足，供水
温度保持在 90℃以上。

另一方面，春节前，市热力集团组织各供热分公司开展
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对热力站、热力井室、一次管网等关键场
所、重点部位进行了详细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及
时处理和消缺。确保所有设施设备处于最优运行状态。此
外，1 月 17 日，市热力集团为一线巡检人员配发了 120 辆两
轮电动车、108辆三轮电动车，进一步发挥他们机动、灵活、点对
点的优势，春节期间一旦遇到突发状况，能够做到说走就走。

市热力集团提醒广大用户，有任何供热诉求可拨打 24

小时服务热线 4158850，他们将第一时间予以解决。
（刘晓亮）

本报讯 春节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出国旅游。 1 月 21

日，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春节出国旅行要谨防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瘴气”，是最常见的危害人体健康的

寄生虫病之一。引起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疟原虫是一种
很小的寄生虫，由蚊子传播，当蚊子咬人吸血时，把疟原虫带
入人体血液，引起传播流行。疟疾的临床表现为周期性发冷、
发热、出汗等症状。由于患者感染疟原虫的种、株差异以及
感染程度的轻重、个体免疫状态的强弱等因素，造成疟疾的
临床表现轻重不一，可从略感头痛、不适，直至昏迷，甚至死亡。

“疟疾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早诊断早治疗对疟疾治
疗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疟疾最好的方法就是防止蚊子叮咬，
另外还可以通过服用预防性药物进行预防。”专家提醒，鉴于
非洲、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等一些国家是疟疾高度流行区，市民
出国前，要了解目的地疟疾流行状况；回国后，出现发热、发
冷、头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主动告知旅行史。 （刘 涛）

本报讯 经过企业自评申报、市工信局审核评价、省级
汇总等程序，我市 148 家企业入围山西省 2022 年度创新型
中小企业。

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日前公布山西省 2022 年度创新
型中小企业名单，474家企业入选，有效期 3年。其中，我市
企业有 148 家，包括太原中盈科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山西
维冠视界智旅科技有限公司、太原智博热电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太原市华西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太原泛海中达
科技有限公司等。各创新型中小企业将聚焦主业、强化创
新，努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早日发展成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创新能力和
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 （何宝国）

本报讯 1 月 20 日，市卫健委发布消息，连日来，
我市 10 支巡回医疗队深入全市十个县（市、区）乡镇卫
生院开展巡回医疗工作。截至目前，巡回医疗队共开
展培训 31 场次，培训 1271 人次，诊疗 2293 人次，巡诊
乡镇卫生院 35 个、村卫生室 156 个、养老机构 20 个，诊
疗 2293人次。

为确保我市农村地区“感染人员有药吃，重症患者
有病床，轻症有人管，重症有人转”，构筑起“保健康、防
重症”的坚固防线，我市结合实际，从省、市医疗机构抽
调 102名医务人员，组成 10支巡回医疗队，深入乡镇卫
生院开展巡回医疗。巡回医疗队对县级医疗集团医务
人员开展医疗救治培训，并以 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
儿童、残疾人和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等为重点服务对
象，对县域内所有乡镇卫生院开展全覆盖巡回医疗工
作，着力提高县级医院重症救治处置能力和基层医疗机
构接诊能力，确保应收尽收、应转尽转、应治尽治，最大
程度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刘 涛）

本报讯 1 月 20 日，记者从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铁路货车转向架系统实验室成功获批 2022 年度
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建设资质。

铁路货车转向架系统山西省重点实验室是全省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的
重要基地，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增强技术辐射能力、推动
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平台。

铁路货车转向架系统重点实验室建设，是以晋西车轴为
依托，联合太原科技大学，以车轴、轮对、摇枕侧架、基础制动
系统转向架零部件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不同轨距、重载转向
架整体及相关零部件设计、制造技术，搭建设计数据库。同时
通过仿真及检测技术使整个产品设计、制造、检测过程更加接
近于实际需求，从而提升转向架产品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有效攻克转向架产品系统集成后自重大、载重轻等技术难题。

晋西车轴将力争通过两年时间建设将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于
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研制出口特种车辆，成为山西省轨道交通装
备及其关键零部件创新基地和产业集群的主力军。（尹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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