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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献策全省预制菜产业发展推进会议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万晶晶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全省预制
菜产业发展推进会议（如上
图）在漯河举行，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魏晓伟，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厅长朱鸣出席，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总工
程师姚延岭主持会议。双汇发
展总裁马相杰代表企业参会。
会上，省食品工业协会宣读成
立预制菜专业委员会的决定
及成员名单，双汇发展入选。

本次会议分析了预制菜
产业发展现状，安排部署了我
省预制菜产业发展工作，旨在

推动我省预制菜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促进传统优秀菜肴的
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和现
代化生产。

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厅长朱鸣通报我省预制菜产业
发展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
排。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马勇介绍全国预制菜
产业发展情况。相关省辖市政
府和企业代表等就目前我省预
制菜发展进行交流发言。

双汇发展总裁马相杰表
示，双汇是从事肉类加工的食

品企业，长期坚持走工业化、
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发
展之路，推动一二三产业高质
量融合发展，形成了饲料、养
殖、畜禽屠宰、肉制品加工、包
装材料、调味料、冷链物流、商
业连锁、进出口贸易等完善的
产业链，拥有行业领先的研发
实力、全国布局的现代化生产
线、朝发夕至的冷链物流和广
受消费者信赖的肉类品牌。双
汇具备发展预制菜的产业优
势、网络优势和技术优势。

围绕预制菜和中央厨房，
漯河市政府与双汇共同谋划、
科学规划了双汇“第三工业
园”，将打造集科研、生产、配
送、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现代化、高科技食品产业
园区。“第三工业园”占地约
1175亩，实施高规格建设、高
效率运营，园区设计方案已基
本确定，争取早开工早投产早
见效，满足消费者“一顿饭、一
桌菜”的新需求。

漯河市中心医院
获授“中国肿瘤MDT联盟创建单位”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岩 荆吉星

本报讯 近日，漯河市中
心医院因 MDT（多学科诊
疗）工作的突出表现，被授予
中国肿瘤MDT联盟创建单
位。

中国肿瘤MDT（多学科
诊疗）联盟是新型的医联体组
织形式，以医院为单位，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肿瘤MDT
服务模式推广任务，以实现更
多区域MDT以点带面的模
式为目标，以提升肿瘤诊治综
合能力为基准。漯河市中心
医院肿瘤科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结合国家医疗政策对
MDT工作的支持，组织医院
相关科室(呼吸科、消化科、妇
科、肝病科、普外科、胸外科、
泌尿外科、介入科、影像科、病
理科等)成立肺癌MDT团队、
食管癌MDT团队、胃肠癌
MDT团队、乳腺癌MDT团
队、肝胆胰MDT团队、妇科
肿瘤MDT团队等。

漯河市中心医院MDT
诊疗团队成立以来，MDT会
诊不仅在医院内部积极开
展，2019年起联合市二院、
市三院、市六院、郾城区人民
医院、舞阳县人民医院、临颍
县人民医院组成漯河肿瘤区
域中心MDT团队，高质量服
务漯河及周边地区肿瘤疑难
病例患者。随着信息化建设
的推进，漯河市中心医院
MDT诊疗团队与河南省肿
瘤医院MDT团队、郑大一附
院MDT团队、河南省人民医
院MDT团队、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MDT团队、北京中医药
大学MDT团队等合作，搭建
市级-省级-国家级医院互
动的会诊平台，让更多患者
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省级
国家级诊疗水平。由于医院
MDT 工作表现突出，2021
年5月被授予河南省消化道
肿瘤MDT联盟单位。

漯河市郾城区：8项民生实事提前办结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星 张煜晗

本报讯 新增城镇就业
7043人、完成率107%，累计拨
付62.9万元救助残疾儿童188
人、完成率113.9%，新建成投
用公办幼儿园1所，城市窨井
设施改造1221处……今年上
半年，漯河市郾城区从群众最
期盼、最需要处发力，在疫情冲
击之下全力赶拼进度、务求实
效，提前完成8项省定市定区
定民生实事，让每一位郾城人

的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在郾城区特殊教育学
校，小源（化名）正站在讲台上
背诵诗词，他是一名自闭症儿
童，6岁前都说不出话，2019
年，小源的妈妈听说区里有个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在区
残联的帮助下申请了名额，来
到区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康复
训练，经过三年的训练和学

习，孩子已做到可生活自理，
并克服了自闭倾向。

为推动实现残疾儿童“人
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郾
城区确保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工作做到“应救尽救”。今年已
累计拨付救助资金62.9万元，
康复救助188名残疾儿童，目
标任务提前完成，完成率
113.9%，给许多需要帮助的孩
子和家庭带去了爱和希望。

漯河市实验小学：让劳动教育“生根发芽”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潘淑娟

本报讯 7月21日上午，
漯河市实验小学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开园仪式举行。师生
代表来到位于孟庙镇107国
道与龙江路交叉口附近的田
间地头，采摘豆角，浇水播
种，感受劳动的快乐。市委
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刘盘松出席。

为确保劳动教育顺利实
施，今年4月，在市农科院的
大力支持下，该校进行了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基地主
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桃树、石榴树等果树，兼种红
薯、土豆等作物。学校设置了
劳动实践活动区，将定期让学

生轮流参与田间劳动。
在积极推进劳动教育实

践中，市实验小学坚持“立足
基地实践，丰富劳动体验，增
强劳动能力，升华劳动情感，
培育教育特色”的发展思路，
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基地资源
育人功能，致力于探索形成
具有学校特色的劳动教育模
式，推动学校劳动教育规范
化、社会劳动实践多样化发
展。学校在“学科教学活动
化、劳动实践项目化、学习项
目课程化、学科技能素养化”
的过程中引领劳动教育向基
地延伸，为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开辟新的课堂。

漯河市民政局：
已让2600名留守儿童“乐动乡村”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寇志强 郭素娟

本报讯“哆、来、咪、发、
唆、拉、西 ……”近日，漯河
市召陵区召陵镇沟李小学的
教室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
漯河市农村音乐教育志愿者
协会的志愿者们正在耐心地
教授孩子们如何科学地发
音。同学们聚精会神地聆
听，努力唱准每一个音符。
与此同时，在召陵区宋寨小
学，该协会的另一批志愿者
们也在为学生们的音乐教育
尽心尽力。

据了解，这是由漯河市
民政局主办，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漯河市农村音
乐教育志愿者协会承办的

“乐动乡村”农村音乐教育志

愿服务项目。该项目调动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服务全市农
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让更多的农村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得到专业
的音乐教育公益服务。

目前，沟李小学和宋寨
小学都已经组建了正规的合
唱团，孩子们正在为“第二届
农村学校合唱比赛”积极排
练。此项目持续实施一年多
来，有2600名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从中受益。用爱心
温暖孩子们孤独的心，用音乐
燃起孩子们对生活的美好期
盼。“乐动乡村”，唱的是歌、传
的是情，成就的是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美好的未来。

省老年照护师资培训在漯河医专顺利开班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卫永强 李明月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
2022年1+X证书（老年照护）
培训班在漯河医专开班，校党
委委员、副校长代骅，护理系主
任刘淑霞，护理系副主任王君
华、徐琳以及来自全省各院校
近50名教师参加了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代骅强调，职
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1+X”
证书制度是国务院《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的重要

内容，是国家完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高质量发展职业教
育的顶层设计，是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畅
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重
要举措。本次培训班受到河南
省教育厅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旨在共同推动1+X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取得新发展和新成绩。

仪式上，刘淑霞就本次培
训提出几点注意事项。参训老
师要提高重视，及时调整和转

变为学员角色，遵守培训班的
管理和制度，利用好本次学习
机会，共同探索推进1+X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为职业教育的
快速发展增砖添瓦。

本次培训历时7天，将通
过线下面授、线上学习、工作
坊研讨等多种形式，使全体学
员老师们与专家学者、兄弟院
校一道，共同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推动职业教
育取得新发展和新成绩。

漯河市源汇区总工会：爱心暑托班，托稳职工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会锋 张晓亚

本报讯 每到暑假，“孩子
去哪儿”成了职工家长高频话
题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为解
决职工子女寒暑假无人照看
的后顾之忧，近日，漯河市源
汇区总工会通过实施“五大行
动”和办好“十大实事”等举
措，积极探索开展职工子女暑
期托管服务工作，切实帮助职
工解除后顾之忧。

为了将爱心暑托班办得
更有特色，区总工会在活动内

容和形式上都做了精心的设
计和探索，除了辅导暑假作业
以外，还开设了经典诵读、数
学思维训练、音乐、书法、绘画
和体育训练等课程，帮助小朋
友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
孩子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
度过一个丰富多彩、意义非凡
的暑假。今年区总工会开展的
暑期托管班为期一个月，共吸
纳108名职工子女入班。

“让职工安心工作，使孩

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安全度
过假期，引导孩子接受正确
的思想教育、劳动教育，提
高表达能力、交友能力等，
是开办爱心托管班的初衷。”
源汇区总工会负责人表示，
通过开办暑托班，体现区总
工会对职工的人性化关怀，
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让广大职工感
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