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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中原食品实
验室科学家大会暨漯河市
创新发展大会举行。中国
工程院院士、省内外首席科
学家、岗位科学家等近百位
专家学者齐聚漯河。

“‘汇集世界高科技，汇
集世界新工艺’是双汇名称
的诠释。”河南双汇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马相
杰介绍，去年漯河市主导建
设中原食品实验室，配置了

一流的实验设施，汇聚了国
内顶级的食品科研团队。

“我们相信，中原食品实验
室将成为漯河打造创新食
品名城的最强助推器，也将
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食
品科技战略高地。”

据介绍，双汇具有扎实
的研发实力和基础，建有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省级技术创新
中心等。核心研发团队有

200多人，先后主持或参与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6项，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2项。

“十四五期间，双汇将
积极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紧
密合作、深度合作。”马相杰
说，双汇将加快产品结构调
整和品质升级，引领肉类工
业加速向产业化、多元化、
国际化、现代化发展，推动
食品产业升级。

双汇总裁马相杰

将牵手中原食品实验室共推产业升级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万晶晶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
于公布2022年职业教育国
家在线精品课程名单的公
告》，公布2022年职业教育
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名单。

据了解，漯河医专三门
课程《临床护理实践技能》
《诊断学》《生理学》获评为
职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
程，位列全省医学类高职院
校第一名，实现了学校教学

建设项目成果新突破。截
至目前，学校获批省级精品
在线课程22门，省级课程思
政建设项目6项。

近年来，学校主动适应
“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
求，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创新
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改革，
全面落实“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重点聚焦“双高工程”

品牌建设，持续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学校将以此次获
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为契机，持续高质量打造一
批高水平职业教育国家在
线精品课程，同时将课程建
设作为教学质量提升的重
要载体，促进育人方式、教
学方法和考核评价的数字
化重塑，助力学校高质量发
展达到新高度。

漯河医专“精品课程”被教育部“圈定”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卫永强

近日，临颍县举行第七
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集
中开工暨百亿南街食品产
业生态项目奠基仪式，集中
开工项目共16个、总投资
263.5 亿元，其中先进制造
业项目 8个、总投资 111.5
亿元，食品产业类项目7个、
总投资142亿元，服务业项

目1个、总投资10亿元。
与此同时，临颍县在黄

龙湿地公园举行了以“服务
企业用工就业暖心送岗”为
主题的新春招聘会。参加招
聘会的求职者有的在企业招
聘咨询台前了解招聘条件，
有的在询问企业的薪资待遇
和福利，不少求职者当场达

成就职意向。据不完全统
计，3天时间内共有1750名
求职人员签订就职意向书。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
时！春节过后，临颍县统筹
推进节后工作安排和经济
社会发展，把握新型工业化
加速期发展机遇，为县域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临颍县“三个一批”项目引领高质量发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韩静 卜小丹

2月 6日，漯河市广大
师生迎来了2023年春季开
学的第一天。为了给广大师
生营造一个整洁有序、安全
畅通的出行秩序，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支队直属大队全
体队员早上7点准时来到泰
山路育才学校门前，为前来

报到的学生保驾护航。
“别着急，我来帮你

拿！”送学生的车辆在学校
门前停稳后，城管队员主动
拉开车门，看到学生家长箱
子堆箱子，包裹叠包裹的，
城管队员郭冰见状后眼疾
手快地接过行李，和家长一

起将这些行李安全护送到
了学校里。学校门前人流
如织，垃圾产生的也多，城
管队员孟伟涛将溢在路面
的垃圾及时清扫干净。

为确保学生安全入校，
市城管局副局长朱振江、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副
支队长毛蕾、直属大队大队
长张磊来到现场督导指
挥。加强巡查管理力度并
联合交警部门，及时疏导
接送学生车辆，做到“即停
即走”，营造井然有序的开
学氛围；同时开展校园周
边环境整治行动，对乱设摊
点、出店经营、散发小广告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规范劝
导，督促周边商户履行“门
前三包”责任制，规范非机
动车的停放秩序，保障校园
周边道路通畅、学生出行安
全。

开学第一天，漯河城管“变身”学生勤务员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赵晨羽 蒋虎城

地市首家
漯河市中心医院动物实验室获批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岩 赵阳光

近日，漯河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漯河
医专一附院）动物实验室顺
利通过省科技厅审查，获批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成
为河南省首家拥有动物实
验室并成功获批许可证的
地市级医疗机构。

据了解，漯河市中心医
院动物实验室总面积800余
平方米，包括屏障环境、普
通环境动物饲养室，解剖
室，仪器室等 24个功能区
域，可饲养大鼠、小鼠、兔、
犬、猪等实验动物，此外还
配有全自动动物生化分析
仪、全自动动物血液分析
仪、动物电解质分析仪等多
种检验检测设备。动物实
验室主要从事药物、临床医
学、教学及科研工作研究，
重点致力于中医药制剂毒

理学研究，药物临床前药理
药效学研究，临床疾病病理
研究，动物解剖外科手术训
练，规培生、研究生教学及
其他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此次实验动物使用许
可证的获批，标志着医院动
物实验室具有饲养普通级
兔、犬、猪，SPF级大小鼠与
开展相关科研动物实验的资
质，为医学科研项目和临床
前动物实验的开展提供坚
实、专业的基础设施支撑。
动物实验室全体人员将秉承
着“规范、严谨、质量”的思想
理念，科学进行动物实验室
管理，保障实验质量、人员安
全、动物福利，执着追求严
谨认真的科研精神，从事科
研教学工作，充分发挥动物
实验室应有的作用，促进医
院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国网漯河供电公司
一项目获国家电力行业优秀项目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何献军 胡云云

近日，在中国能源化学
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
职工技术协会电力专业委
员会和《企业管理》杂志社
联合公布的第二届（2022）
电力企业班组创新创效优
秀项目推荐名单中，由国网
漯河供电公司申报的《研制
压接型通信2M接头及压接
钳》从646项申报项目中脱
颖而出，荣获优秀项目，这
是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唯
一被推荐的优秀项目。

2022年，国网漯河供电
公司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工
作，从实践出发立足科技创
新、实践创效，不断攻克技
术难题，以点带面，多角度
着力健全完善创新模式，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环境+载
体”，激发团队创新活力；

“攻关+结对”，破解生产运
行难题；“培养+服务”，提升
青年创新能力；“传承+弘
扬”，创新赋能聚合力。

自主研发“一址多户自
动判别”在线小工具、线变
自动校验RPA机器人等应
用，在国家电网数字化平台
使用量位居前列，荣获国网
数据治理“十强市”，国网临
颍县供电公司入选国家电网
公司数字化示范单位。各类
成果获国家电力行业奖 2
项，获河南省省公司奖 12
项，配网设备状态监测与智
能运维实验室入选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培育实验室。

漯河市源汇区
“书香政协”促使委员提高履职能力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姜科峰 董燕

近日，在政协第十五届
漯河市源汇区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源汇
区政协以赠书的形式，推动
落实委员读书活动，加强

“书香政协”建设。
“书香政协”读书活动

开展以来，源汇区政协通过
多种形式，切实提高政协委
员履职尽责能力，适应新时
代发展需要；同时通过政协
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带动和培养周边人爱读
书善学习的好习惯。源汇

区政协委员寇鹏博发挥工
作职能优势，2022年策划参
与了读书活动60多场。

源汇区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史洪涛，对“书香
政协”建设工作感受颇深：

“政协委员来自各行业、各领
域，影响大、责任重，一言一
行都广受关注，委员们热爱
读书，形成风气，就能在全社
会产生广泛的带动作用，对
推动源汇区全民阅读、建设
学习型社会，有着重要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