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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北京世园会优质果品大赛
日前在北京举办，盐湖区选送的 7 种优质水果
代表山西省参加比赛，一举夺得金、银、铜等 7
个奖项，提升了运城果业的形象和影响力。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经国际园
艺生产者协会批准、国际展览局认可，由中国政
府主办、北京市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园艺
展会，是全球果树园艺、果品产业展示和交流的
重要平台。北京世园会优质果品大赛由北京世
园会国际竞赛组织委员会组织开展，旨在展示
我国果树产业的新成果、新技术，培育、打造、推
介一批安全、优质、特色的果品精品，提升我国

果业、果品品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根据不同果品的采收期，大赛组委会第一

次组织现场评比，共收到北京、河北、山西等 17
个省份选送的桃、葡萄、苹果、树莓、芒果等 16
个品类 123 个水果样品，由来自全国各相关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果树园艺专家组成评审团，
采用“盲评”方式，根据果实大小、果形、整齐度、
果面色泽、果皮细腻度、果肉质地与色泽、果实
风味、口感等多个指标进行现场打分，最终评出
金奖 11个、银奖 18个、铜奖 29个、优秀奖 38个。

盐湖区选送的 7 种参赛水果，凭借优良的
外观品质和独特的内在风味，从众多参赛果品

中脱颖而出并全部获奖。其中，上郭乡农业示
范园江聚兴农业公司冬枣荣获金奖；北相林奎
绿园巨桃专业合作社林奎桃荣获银奖；运城海
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秦阳苹果、金井禾裕隆葡
萄专业合作社夏黑葡萄荣获铜奖；山西中农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枣油桃、冯村乡果业协会美
八苹果、盐湖区呱呱香甜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早黑宝葡萄分别获得优秀奖。7 种参赛水果
全面展示了运城和山西果业发展新成果，进一
步提升了运城果业、果品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和
影响力。

（乔靖鸿 周俊卿）

盐湖区选送的7种优质水果
“撂响”北京世园会优质果品大赛

8 月 11 日 ，闻 喜
县阳隅乡举办“桃王”
争霸赛，来自阳隅乡
及该县各乡镇的种桃
能手参加比赛。大赛
评出了“最大、最红、
最甜、最美、最贵”五
大“桃王”。

近年来，阳隅乡
发 展 了 1500 亩 有 机
水蜜桃种植基地，成
为晋南地区较为出名
的水蜜桃基地。阳隅
乡通过举办“桃王”争
霸赛，进一步提高了
鲜桃知名度，进而拓
宽 了 鲜 桃 销 售 新 渠
道，增加了农民收入。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如果没有“钉钉子”的韧劲，他怎么能让骨
科从做简单的骨折手术发展成为一个集股骨
头、膝关节、髋关节置换、拇指外翻手术、断肢再
植技术于一身的新型科室？

如果没有奋斗的精神，他怎么能让疼痛科、
老年科、介入科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
到精的跨越？

如果没有“跳出垣曲看垣曲”的远见卓识，
他怎么能够让西京医院、郑大一附院与县医院
开展合作，让患者不出家门便可享受到省级医
疗水平的待遇？

一句话，如果没有“实快敢公韧”的作风，他
也不会赢得病人及同事的尊敬。他就是垣曲县
医疗集团业务副院长、介入科主任陈永红。

初心不改写忠诚

1988 年，毕业于长治医学院的陈永红，回
到了垣曲县人民医院。面对环境破旧、设施简
陋、医疗技术落后的现状，他徘徊过、失意过、彷
徨过……但终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决然地
选择了坚守。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他一贯的学
风，让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会彻底
地去搞明白。陈永红，用不断努力进取的精神博
得了各级领导的信任。1998 年，陈永红从一名
普通外科医生一跃成为垣曲县人民医院骨科主
任。

在陈永红看来，更高的平台意味着更大的
责任。为了推动科室快速发展，他不用扬鞭自奋
蹄——白天和科室里的医生讨论病例、制订手
术方案、做手术；晚上坐在灯下查阅相关专业书
籍，看不明白的地方，第二天就赶紧向同行请
教。几年下来，他克服重重困难，成为医院骨科
的学术带头人和学科“掌门人”，带领骨科医疗
技术大步迈进。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匠人’，只要你能静下

心来，去学、去钻、去做，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
是陈永红经常对年轻医生说的一句话。

“全能”医生传佳话

2010 年，陈永红被任命为垣曲县人民医院
业务副院长，分管外科系统。从那时起，他就意
识到医院要想发展得更好，必须发展业务。

进入 21 世纪的头 10 年，是新型病多发高发
的 10 年。陈永红以超前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
成立疼痛科是现代化综合医院发展的必然趋
势；老年人存在多病共存，成立老年科势在必
行；脑血管病发病率高，致残、致命率高，成立介
入科是垣曲广大患者的共同期待。为此，在新院
还没有落成时，他就多次向院领导汇报，让年轻
医生提前到北京学习疼痛专业。

成功总是会眷顾做好准备的人。县领导和
院领导对陈永红提出成立疼痛科、老年科、介入
科的设想给予了充分认可。

2014 年至 2016 年，垣曲县医疗集团先后成
立了疼痛科、老年科、介入科。3 个科室成立后，
他不但积极鼓励科室业务骨干分批到全国各大
医院学习进修，而且自己也“拼”在临床的第一
线。在介入开展的初期，外请专家到院手术，他
不肯落下每个当助手的机会。手术台前，他总是
时刻盯着专家的每一个操作步骤。当“学医成
才”时，他整日身披铅衣，头顶铅帽，在射线下耐
心地找血管、做治疗，经常是食不甘味、夜不能
寐。一颗爱拼的心“咚咚”直跳，让他不会累也不
敢累。短短几年时间，疼痛科、老年科、介入科都
走向正轨。目前，疼痛科共完成椎间孔镜、椎体
成形、关节镜等微创手术 2200 余例；介入科开
展冠脉造影 1700 余例，支架 700 余例，脑血管造
影 350 余例，脑血管支架 50 余例，外周血管手术
271例，而且无一例医疗事故纠纷。

“陈院长是‘全能’的。”这是医护人员经常

听到的一句话。是的，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一点都
不为过。标准化的手术操作他得心应手、游刃有
余。可谁又能体会，练就这一双“妙手”的背后，
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

救死扶伤暖人心

“作为一名医生，我们不能怕担责任而不去
冒险，不能为了保住名誉而怕惹事上身，与死神
搏击、拯救生命是我们的天职！”陈永红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前不久的一天，陈永红已经穿着 20 公斤重
的铅衣做了 7 个小时的连台手术，疲惫可想而
知。突然，他接到一个电话：“一名产后出血患者
已经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意识模糊，危在旦
夕，你必须在 5分钟内赶到手术室参与抢救。”

此时，一个停顿、一个迟疑都会使患者丧失
生命，必须与时间赛跑。陈永红迅速赶往参加手
术。启动导管室、准备术中用品、进入一级备战
状态，一切在 5 分钟内安排就绪。一场紧张、有
序、不能有丝毫马虎的救治开始了……动作麻
利，分工明确，穿刺、栓塞、输血、给药、监测生命
体征。头发早已湿透，手术衣已经紧贴身上。3
个小时的救治，患者意识逐渐清醒，心率恢复正
常，出血终于止住。手术室似乎要凝固的空气一
下流动起来，又打了一场“胜仗”！陈永红摘下口
罩，揉揉疲惫的双眼，松了一口气说：“医院开展
介入技术，成立胸痛、卒中中心，就是让患者在
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治，尤其是这样的病人，我
们一定要尽全力救治，保住患者生命，更是保全
患者的家庭。”

陈永红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医生面对患
者生命受到威胁时，把名利抛于脑后的责任和
担当。

对待病人他是全力以赴，对待下属他更是
关爱有加。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师父”，好就好
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带教年轻医生中，他
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
多年积累的手术经验手把手地传教。更让大家
佩服的是，在传完技巧后，他会放手让年轻人去
实践，自己却站在手术台前给徒弟打下手。在他
的带教下，一大批年轻骨干医生迅速成长，他们
成为科室的骨干医生或“领班人”。

这就是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成长史、奋
斗史、创业史。

奋斗照初心 妙手誉杏林
——记垣曲县医疗集团业务副院长陈永红

赵丽娜 任建立
本报讯 每天清晨 8 点，临猗首创环卫公

司 22 辆垃圾清运车都会从县城出发，到达指
定乡村收运生活垃圾，然后运回县城垃圾处理
场站进行处理。这是该县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实施垃圾治理的一个镜头。

近年来，临猗县以农村垃圾治理为主攻方
向，高位推进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探
索出“运行模式市场化、保洁清运一体化、垃
圾处理无害化、监督管理智能化”的“四化路
径”，打开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新局面。

2015 年，该县成功与“中国固废行业十
大影响力企业”首创环境控股上市公司合作，
成立临猗首创环卫有限公司，通过购买第三方
企业服务，对垃圾统一回收、统一运输、统一
处理，实现了乡村垃圾治理社会化、专业化。
这一措施在全省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率先开创了
企业化运作垃圾收集处理的先河。

经过多年实践，该县构建了“村清扫保
洁，乡 （镇） 管护监督，县收集处理”的垃圾
清运新模式。即各村负责本村的清扫保洁、垃
圾收集及绿化带管护；乡镇政府负责宣传、发

动、组织本辖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拨
付整治经费，监督村庄清洁，保证各村垃圾收
集点的垃圾收运及时；县上为 14 个乡镇配备
22 辆 8 吨大型压缩垃圾转运车，实现“轮流周
期化、公交站点式”的垃圾收运，降低成本，
提速增效。

该县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日处理农村
生活垃圾 240 吨。并于 2015 年投资 830 万元，
建成了垃圾渗滤液处理站，日处理垃圾渗滤液
78 立方米。今年，该县计划引进国耀新能源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将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
利用，彻底解决农村废弃物污染问题。

该县建立定期清运和信息沟通互补机制。
按照垃圾车性能和吨位、收运距离，以乡镇中
心村、平川连片村、沿街沿路村为重点，合理
安排车辆次日收运线路，保证每个垃圾收集点
1 天至 2 天清运一次。为 22 辆环卫车配备了先
进 GPS 定位数字管理系统，对车辆进行动态
化、信息化管理，实时监控环卫车辆的运行状
况和轨迹，提升车辆管理水平。

（范小艳 刘 晶）

临猗县“四化路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 近日，永济交警大队在开张镇“警
保联动”农村劝导工作推进会上，为该镇农村交
通安全劝导员换装由永济市委政法委综治中心
配置的智能手机，标志着该市农村交管服务开启
新模式。

为深入推进省、市、县、乡、村五级安全监管
建设，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力度，永济市
交管部门以轮训的方式，对该市 1000 名农村交
通安全劝导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交通安

全劝导等综合知识培训，全面提高劝导员的综
合素质和业务技能。同时，该市交警大队民警为
参训劝导员换装智能手机，并教会大家熟练操
作《山西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APP 的手机安装、使用技巧，使劝导员的工作情
况和道路隐患信息能够在手机上及时录入、上
报，实现了农村道路交通的动态管理、实时预
警、隐患考核、有效管理，推进了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综合治理。 （王 超 马 庚）

永济市“警保联动”开启农村交管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8 月 7 日，河津市清涧街道与韩城
市龙门镇正式结为友好办镇，喜结良缘同修秦
晋之好，共谋一体化发展。

2018 年，河津市和韩城市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达成“抱团出海、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
意向。两市希望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同打造
黄河岸畔的“双子座”明星城市，进一步推动发
展。

龙门镇东临黄河，是韩城市的工业重镇，
有钢铁、煤炭、石灰石、陶瓷、制造等各类企
业 120 余家，是韩城四大千亿元产业集群的主
要聚集区。近年来，该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创造了禹萧钢构、腾龙陶瓷等一大批项目建设
的“龙门速度”；实施“北林工程”“干净龙
门”等全域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加强镇区街
道改造提升、污水处理厂改造提升等城镇品质

提升改造项目，不断完善小城镇功能，提升群
众幸福指数。

河津市清涧街道和龙门镇两地文化一脉相
承，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相似，经济关联度高，
互补性强，具有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

当日，河津和韩城两地签订了河韩一体化
友好办镇合作意向，并互派领导干部交流学
习。 （杨通情）

河津市清涧街道与韩城市龙门镇共谋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为促进减税降费工作落实，国家
税务总局稷山县税务局认真履行监督职能，用
三项举措加强对减税降费工作的监督检查和问
责，推动减税降费各项政策落实。

一是突击巡查，精准摸底。该局组织减税
降费巡查督导小队，对各税源管理单位的管户
底册、各税费种减免台账以及《减税降费成效测
算表》进行检查，深入了解减税降费工作开展成
效，并以现场答题的形式对税源管理单位工作
人员进行政策掌握和管户熟悉度情况抽查，确
保工作人员在减免税测算数据上能够做到心中
有数、数据精准。

二是对接企业，抽查核实。该局随机抽取
县域内的企业，开展入户调查。一方面检查前

期政策宣传辅导成效，是否户户实现“法人知
税”，另一方面通过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
况，核查“铁账本”及“两帐一册”信息是否完备
和准确，确保纳税人的减免税预测数据精准无
误。

三是压实责任，严肃问责。该局紧紧依靠
《纪检监督意见书》，根据前期巡查情况，对各税
源管理单位的减免税预测数据进行核查问责，
一旦发现减免税预测数据与企业实际情况出入
较大，出现账实不符的现象，立即下发《纪检监
督意见书》，并对后续整改情况进行跟进督导。
同时，结合“双积分”绩效考评办法，对政策落实
不力的单位进行扣分，对造成不良影响的，及时
亮剑，严肃问责。 （王 王）

稷山县税务局三项举措推动减税降费

本报讯（记者 王爱玲）日前，临猗县元上
扬水工程管理处完成计费水量 2003 万立方米，
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元上灌区旱情之严重历年罕见，抗旱
任务非常艰巨。该处党支部、管委会周密安排，
群策群力，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积极投入抗旱保
浇相关工作，开挖疏浚河滩引水渠 5.6 千米，动

土方 42000 立方米，确保水源安全；坚持全天 24
小时对渠道巡查巡检，确保输水安全；利用停水
间隙见缝插针维修保养机电设施 26 台套，确保
运行安全。

元上扬水工程管理处全力以赴保浇灌，有
力地缓解了灌区旱情，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了
可靠保证。

临猗元上扬水工程管理处全力保浇灌

本报讯 为做好 2018 年贫困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训项目学员的后续跟踪服务工作，使
全县花椒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8 月 10 日至 11
日，平陆县组织 118 名学员前往陕西韩城参加
第四届花椒节观摩学习活动。

第四届韩城花椒节于 8 月 8 日至 11 日在韩
城市举办。花椒节现场设有花椒精品、花椒精
深加工产品、有机药肥产品、良种苗木、新型科
技咨询、新型农机等 6 个展区。学员们饶有兴

致地参观了各个展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此外，大家一同来到陕西金太阳现代农业
园区花椒示范实验区、万亩高效花椒示范基地，
聆听了花椒实验基地负责人及有关花椒管理技
术专家的现场授课，并就田间管理、苗木栽植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学习。

有学员表示，学习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学到
的东西一点也不少，这为回去以后带领村民种
植花椒打下了基础。 （卫 伟 宋克普）

平陆县百名农民外出学习花椒种植技术

8 月 11 日，在芮城县东垆乡一片山药地里，
来自山东菏泽的商东海和姑父在整理山药枝
蔓。5 年前，商东海开始在芮城县承包耕地种

植山药。今年，他又投资 100 万余元在东垆乡
承包了 150 亩地种植山药，预计可产山药 24 万
公斤。 特约摄影 徐应杰 摄

本报讯（记者 付 炎）8 月 8 日至 10 日，稷
山县举办以“稷山魅力枣儿谣 供销扶贫大购
销”为主题的消费扶贫暨首届供销惠民购物节。

此次活动由稷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山
西枣儿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办，该县锐新供
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办。

活动期间，活动主办方集中对接采购了该
县 20 个贫困村的农副产品，并将采购的农副产
品和供销系统部分企业提供的名优产品一起集
中销售。在购物节展厅内，稷山板枣、鲜桃、葡
萄、核桃等农产品一应俱全，深受广大消费者青
睐。据悉，活动共展出贫困村农产品近百种，千

余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现场成交额
达两万元，稷山板枣网络平台订单达 16万元。

该县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县域供销电商
公司与贫困村对接，创新供给、联合促销，积极
培育扶贫消费、品牌消费新动能，以消费促进贫
困群众增收。

稷山县消费扶贫暨首届供销惠民购物节助力群众增收

本报讯 近日，稷山县拿出 65 万元，表彰
奖励“群星灿烂”育苗计划先进单位和优秀“五
小企业”。

市级金银细工产业“双创”基地获奖 20 万
元；稷山印刷包装窗口服务平台获奖 10 万元；
昕光包装和兴乡肥业两家高新企业各获奖 10

万元；方古旅游、益泰永木雕、飞凯达食品 3 户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各获奖 5万元。

该县希望通过此次奖励充分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浓厚氛围，推
进“群星灿烂”育苗计划走向深入。

（武兆文）

稷山县用奖励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