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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要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这一全会精神迅速
在山西晋龙集团引起强烈反响。近
日，笔者赴山西晋龙集团采访，所到
之处，深深感受到科技创新在企业
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位于稷山县的山西晋龙集团，
是一家集蛋鸡养殖、饲料产销、鸡蛋
加工、有机肥生产于一体的大型现
代化企业集团。目前，该集团蛋鸡
存栏 800 万只，年产鲜鸡蛋 12 万吨，
年产蛋鸡饲料 80 万吨，年产有机肥
20 万余吨，每年转化农副产品 75 万
吨。同时，带动农林牧及交通运输
等十多个行业增收超过 20亿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科技
创新提升到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战略支撑和核心地位的高度，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高瞻远瞩，特别
是提出了科技创新要面向人民健康，为
企业今后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我们倍
感振奋，深感责任重大。”晋龙集团副总
裁王连生说。

晋龙集团是一家典型的创新型企
业，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依靠科技创新，一步步发展壮大。该
集团成立伊始就坚持科技立企创新发展
理念，在人才吸引、资金投入、制度建设
等方面重点向创新发展倾斜，先后荣获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山
西省高新企业”等殊荣。

“坚持科技创新、占领行业制高点是
集团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企业创新
发展的氛围十分浓厚，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已经成为共识。多年来，企业每年投
入科研经费数千万元，从事科研的技术
人员超过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谈到集
团的科技创新，王连生如数家珍。

据了解，为确保企业始终站在行业
发展的最前沿，晋龙集团多措并举，与
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强强联手，成立了
疾病防控、饲料产销、蛋鸡养殖、蛋品
销售、有机肥产销、机电设备 6 个研究
所，开发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专利技术。其中，在蛋鸡饲养领域，经
过多年研发实践，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专利——恒温连体鸡舍和自
动化环控设备。

“我是从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
业后来到晋龙集团养殖疾病研究所工作
的，至今已经 15 个年头了。晋龙集团最
大的亮点是技术创新和优质服务，在这
里工作的科研人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身价值。”该集
团养殖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君燕说。

“五福善养”技术是晋龙集团在蛋
鸡养殖方面的一大创新。“在我们养殖
场，人均养殖蛋鸡达到 11 万只规模，
生产率远远高于同行业养殖水平。饲养
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监测设备运行，关注

天气变化，确保鸡群健康无疾病。
这里的鸡群喝纯净水、吃营养餐、
住空调房、呼吸新鲜空气，全程悉
心照料，真正享受的是‘五星级’
的呵护待遇。”该集团一养殖场场
长朱炳林介绍说。

“幸福鸡”生产健康蛋，创新发
展效益翻。晋龙集团在服务社会、
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同时，自身也
获得蓬勃发展。在产品全产业链条
上，晋龙蛋鸡饲料荣获“山西省名牌
产品”称号，晋龙鸡蛋获“中国鸡蛋
十大品牌”称号，并双双荣获“山西
省十大科技创新产品”称号。

“集团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的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将科技创新
作为企业发展新引擎，精益求精，久
久为功，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为己任，努力生产更多更好的绿色
健康产品，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展望未来，该
集团董事长任丽芳信心满满。

让科技创新惠及更多百姓
牛东海 秦文果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本报讯 1 月 10 日，市委常委、秘
书长、统战部部长乔登州赴夏县调研
宗教活动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实地察
看南城基督教会、八一街基督教堂、夏
县清真寺等场所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每到一处宗教活动场所，乔登州
都带头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主动戴好
口罩，做好登记，接受体温检测，认真
查看场所内部卫生消毒防疫、消防、食
品安全等情况，并就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等与场所负责
人交流。

调研中，乔登州强调，当前我市

“外防输入”压力仍然较大，宗教场所
人员密集，各地各部门、全体教职人员
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不能抱有丝毫
麻痹思想、懈怠松劲和侥幸心理，继续
巩固好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疫情
防控成果；要落实落细防疫举措，认真
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关于疫情防控
指示精神，加强教职人员等重点人群
的健康管理，严防外来输入；要压实压
紧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宗教工作“三级
网络两级责任制”作用，构建县乡村三
级联动常态化机制，完善宗教场所安
全管理长效机制，全力确保我市宗教
活动场所安全和谐稳定。 （赵正杰）

乔登州到夏县调研宗教场所
疫情防控工作

凡 2020 年 12 月 15 日以后有
河北旅居史的人员，立即向所在
单位、社区（村）、酒店（宾馆）上报
个人信息，接受精准管控。凡不

据实上报者，依法严肃追究个人
法律责任。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紧急通知

自 2021 年 1 月 9 日起，新增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22 号楼、铁西区笃工街道纳帕阳
光为中风险地区。将辽宁省沈阳
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宏达家园小
区，沈阳市于洪区华润橡树湾二
期调整为低风险区。目前，全国
高风险地区 1 个，中风险地区 65
个，分别为：

高风险地区（1个）：河北省
石家庄市藁城区。

中风险地区（65个）：
北京市（8个）：
朝阳区酒仙桥街道汉庭酒店

大山子店（包括底商），顺义区高
丽营镇张喜庄村，顺义区高丽营
镇东马各庄村，顺义区南法信（地
区）镇西杜兰村，顺义区南法信

（地区）镇东海洪村，顺义区南彩
镇南彩村，顺义区仁和（地区）镇
河南村，顺义区北石槽镇西赵各
庄村。

辽宁省（33个）：
沈阳市（17个）：
皇姑区基业百花园小区，皇

姑区化工小区，皇姑区昆山西路
中海寰宇天下天悦园区，皇姑区
昆山西路向工小区东区，皇姑区
亿海阳光一期，皇姑区溪水街 1
号楼，皇姑区明廉路博客地带小
区，皇姑区舍利塔街道世纪学府，
皇姑区明廉街道亿海阳光二期，
皇姑区明廉街道华锐塔湾欣城 2
期，皇姑区明廉街道明廉小区，皇
姑区华山街道鲲鹏小区 2 期，皇
姑区长江南街 197-1 号楼，铁西
区北二东路沈铁兴工佳园小区，
铁西区卫工北街 22 号楼，铁西区
笃工街道纳帕阳光，于洪区中海
城星座小区。

大连市（16个）：
金普新区先进街道金润小区

B 区，金普新区光中街道金东路
社区，金普新区拥政街道古城甲
区，金普新区光中街道红旗社区，
金普新区光中街道胜利东社区，
金普新区光中街道胜利西社区，
金普新区友谊街道金华社区，金
普新区友谊街道古城乙区社区，
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康乐社区，金
普新区友谊街道金海社区，金普
新区友谊街道兴民村，金普新区
站前街道联胜社区，金普新区站
前街道盛滨社区，金普新区先进
街道民馨社区，沙河口区星海湾
街道星海公园社区，高新园区凌

水街道大有恬园社区。
黑龙江省（7个）：
黑河市爱辉区喇嘛台社区学

府佳苑小区，黑河市爱辉区金融
社区省建材楼小区，黑河市爱辉
区热电社区新生活家园小区，黑
河市爱辉区金兰社区电业名苑小
区，黑河市爱辉区热电社区天丝
小区，黑河市爱辉区热电社区兴
边集资楼（2 号楼），黑河市爱辉
区人保财险社区水岸华府小区
10A 楼。

河北省（17个）：
石家庄市（9个）:
新乐市天悦花苑、新乐市计

生宿舍、新乐市瑞达玫瑰园小区、
新乐市坚固村、新乐市芦新村，新
华区都市阳光小区、新华区丽都
河畔小区，桥西区平安小区，行唐
县滨河小区。

邢台市（8个）:
南宫市天地名城小区，南宫

市天一合院小区，南宫市凤岗街
道办事处，南宫市鸿兴小区，南宫
市文景名苑小区，南宫市在水一
方，南宫市凤岗街道办事处十里
铺居委会，南宫市大高村镇石家
庄村。

一、上述中高风险地区入运
人员一律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二 、凡 2020 年 12 月 15 日 以
后有河北旅居史的人员，立即向
所在社区（单位、酒店）报告，配合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三、请公众密切关注、及时掌
握国内高、中风险地区疫情的动
态变化和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
如非必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

四、提倡广大市民就地过节，
避免跨区域流动，降低旅途感染
风险。身在高、中风险地区的，原
则上不外出、不回乡，积极配合所
在地的疫情管控措施。

五、减少人员聚集，不参加、
不举办非必要的聚集、聚会、聚
餐，倡导红事延期举行，白事从简
操办。

六、公众如发现来自于高、中
风险区域入运人员没有落实健康
管理措施，请及时向市县两级疫
情防控指挥部举报。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

2021年 1月 10日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 控 指 挥 部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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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规定，现对市委研究拟任
职干部予以公示。

孙国杰，现任市公安局法制支
队支队长、一级警长，拟任市直单位
副处级领导职务。1973 年 7 月生，
山西临猗人，大学学历，1994 年 9 月
参加工作，2000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市公安局法制处副处
长，2018 年 9月任现职级。

薛军峰，现任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支队长、一级警长，拟任市直单位
副处级领导职务。1971 年 10 月生，
山西万荣人，大学学历，1994 年 9 月
参加工作，199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市公安局政治部干部处
处长，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
2018 年 9月任现职级。

王朝民，现任运城机场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拟任市管重要企业正
职。1968 年 7 月生，山西万荣人，大学学
历，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2010 年 7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运城民航机场
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运城机场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0 年 4月任现职。

程占胜，现任运城机场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市管重要企业
正职。1966 年 2 月生，山西稷山人，大
学学历、教育学硕士，1987 年 8 月参加
工作，199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山西运城民航机场管理局党组成
员，运城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4月任现职。

公示时间从 1 月 11 日至 1 月 15 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
信、来电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

对象在德、能、勤、绩、廉方面存
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并尽可能提供可
查的具体线索。为便于核实、反馈
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
名、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我们将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
务。

来信地址 ：运 城 市 河 东 东 街
248 号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
政编码：044000

电话和传真：0359—12380，
0359—2660372（传真）
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邮箱：
yczzbjbzx@163.com
“12380”举报网站：
www.hd12380.gov.cn

2021年 1月 10日

中共运城市委组织部公示

1 月 10 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又恰逢周日，但千千万万人
民警察依然奔忙在执勤岗位上、办
案征途中、抗疫第一线……在这个
节日里，我们向他们致敬！

设立警察节，是党和政府对人
民警察队伍护航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建设成就的充分肯定，是对他们
再建新功的殷切期待。

岁月静好，背后是许多人负重
前行。有人说，警察是和平年代最
危险的职业。铤而走险的犯罪分
子、突如其来的灾难险情、来势汹
汹的流行疫病……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国公安机关有 1.6 万多名民
警因公牺牲，还有法院、监狱、戒
毒所等其他部门民警。

越 是 节 假 日 ， 车 水 马 龙 的 街
道、人气爆棚的景点、摩肩接踵的
商场越需要他们守护，家人们盼归
的眼神换来的常常是他们的愧疚，
但是他们不嗔、不怨、不躁。万家
灯火，举杯欢庆的时候，他们在街
上、在单位、在警车里、在抗疫一
线，守护平安、祥和、温馨。

有困难，找警察，人们早已耳
熟能详，但警察也会面临很多困
难。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们执法
时的铁面无私、办案时的一丝不
苟，有时甚至希望他们无所不能。
他们的坚守与执着，源于心底对人
民的大爱、对祖国的忠诚。

百年红船劈波斩浪，驶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警
察，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剑胆琴
心，勇毅前行，在这个庄严的节日
里，向人民警察致敬！

致敬，
人民警察！

王 研 熊 丰

1 月 10 日，盐湖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组织民警、辅警举行庄严的升警旗仪式。

当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盐湖公安分局交警大队通过举行升警旗
仪式，进一步坚定了大队民警、辅警的理
想信念，警察职业的荣誉感、自豪感、归

属感进一步增强，激励着大家以强
烈的担当精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葛崇收 摄

本报讯 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稷
山康宁护理院院长杨银喜荣获“全国敬
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这是该院
被全国老龄委授予“全国敬老文明号”之
后，获得的又一个国家级荣誉。

稷山康宁护理院是全省首家医养结
合的聚集养老护理院。2012 年，杨银
喜创办了稷山康宁护理院，之后，又整
体接管了稷山县老年病专科医院和稷山
县稷峰敬老院。近年来，杨银喜每年用
于 资 助 贫 困 孤 寡 老 人 的 资 金 达 40 万
元，资助和为困难老人减免医疗费用
200 万余元，为家乡建校、修路、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捐款 80 万余元。为
了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杨银喜与他的康宁护理院累计接收入院
老人 4800 余人。他先后荣获“山西省
创新发展绿色转型卓越人物”“运城市
孝老敬亲模范”、运城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殊荣。 （郑天虎）

稷山康宁护理院杨银喜
荣获“国字号”荣誉

1 月 8 日，盐湖区蔬菜发展中心的
技术人员在王范乡刘村庄村演示新技
术。

当日，该中心技术人员在刘村庄

村韭菜大棚讲授精量弥粉法喷洒微生
物源杀菌剂的技术应用，助力蔬菜产
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本报讯（记者 乔 植）为进一步加
强警民沟通，全方位展示芮城公安工作
和队伍建设成果，1 月 7 日，在第一个“中
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芮城县公安局
举办了“向人民汇报”警营开放日活动。

在芮城县公安局古魏派出所，参加
活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
等实地参观了便民服务大厅、执法办案
区，详细了解便民服务中心的业务办理

流程和执法办案区规范化流程。在局机
关大院，县交警大队民警表演了队列和
手势操。随后，代表委员及媒体记者在
机关大楼参观了扫黑除恶成果展、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果展；在 110 指挥
大厅，代表委员及媒体记者详细了解“一
长三班两平台”运行机制及在打击网络
电信诈骗犯罪上的应用情况，现场观看
人像大数据研判系统演示。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芮城
县公安局领导从加强政治建警，从
严管党治警、安保维稳、打击犯罪、
社会管理及队伍建设等方面介绍了
芮城公安近年来取得的成效。与会
的代表委员和媒体记者纷纷发言，
对芮城县公安局近年来在队伍建设
和打击违法犯罪工作取得的成绩予
以肯定。

芮城公安局举办“向人民汇报”警营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