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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双汇发展在互动
平台表示，目前公司推出有
双汇八大碗、家宴、小酥肉
等预制菜产品，线上线下渠
道均有销售。下一步，公司
将继续围绕“八大菜系+豫
菜”，加强预制菜产品研发，

对接不同区域消费需求，不
断丰富预制菜产品群，加快
完善预制菜产能布局，加强
市场开发和渠道开拓，促进
公司预制菜业务的发展。

据了解，2021年 1月，
双汇成立餐饮事业部，集食

材研发、食材生产、食材销
售、门店运营、售后服务为
一体，品类覆盖肉、蛋、奶、
菜、粮等多个领域。随后，
双汇推出“啵啵袋”系列、

“筷乐星厨”系列，主要聚焦
预制菜，其中代表产品就有
梅菜扣肉、丸子、酥肉、蒜香
排骨等产品。

目前在双汇第三工业
园，以中央厨房、预制菜肴、
面制品、餐饮食材等新兴餐
饮产业为主，采用全流程自
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生产
线。有关专家表示，伴随着

“懒人经济”的兴起，预制菜
行 业 迎 来 黄 金 发 展 期 。
2026年中国预制菜规模预
计约为10720亿元。

双汇：加强研发预制菜 全国化扩展市场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万晶晶 文图

投资 50 亿元颐海（漯
河）食品有限公司调味品生
产基地及配套项目，昼夜不
停为全国各海底捞火锅店供
货；投资20亿元的河南省南
街村食品工业园，火力全开
生产北京方便面、南德锅巴、
南街村豆干等休闲食品；投
资50亿元，占地445亩的临
颍县精密制造高端产业园东
区正在安装设备……

临颍县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的理念，秉承“抓项目
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加速
项目聚集、产业聚集，瞄准
更大目标，让临颍县成为漯
河市经济崛起带中的“发展
高地”。近日，在临颍县经
济技术开发区，车辆穿梭、
机器轰鸣、焊花飞溅，一个
个重点项目为该县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对接郑漯食品产业带，
高标准编制开发区总体发

展规划；构筑“一区多园”发
展载体，激发“二次创业”强
劲动能；谋划建设木业提挡
升级专业园区，全面提升

“临颍板材”知名度、竞争
力；建强食品包装、食品复
合调料、精密制造、现代家
居、绿色装配式建筑5个“专
业园区”……目前，临颍县
正在着力构建食品产业龙
头引领、多产业链群互动的
集群发展格局。

临颍：坚持“工业强县”理念 全面助推高质量发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韩静

3月14日8时，漯河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300
余名执法人员分别集结，在
各自的训练场上开始了军事
训练。执法人员制服笔挺、
精神抖擞，个个步伐刚劲有
力、口号洪亮，队员动作规
范，严格按照口令和要求认
真完成每一个会操动作。

近年来，漯河城管执法
支队将常态化军事训练，作
为大练兵、大比武、大竞赛

的重要内容，每天上午8至
9点进行队列训练，不定期
进行队列会操，定期进行法
规和业务知识测试，塑造军
人作风，打造“铁军”形象，
激发队员爱岗敬业、文明执
法、奋勇争先、出彩添彩的
信念，增强了城管执法队伍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2022
年9月份，全省城市管理执
法正规化建设现场观摩会
在漯河市召开。

漯河市城管综合执法
支队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
强准军事化管理，落实七分
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

“721”工作法，进一步压实
各网格管理责任，建立“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体
系，强化服务型执法队伍建
设，确保群众身边的问题及
时发现、快速解决，不断为
市民群众创造一个文明有
序安全的城市环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赵晨羽

漯河经开区消防：安全“大礼包”助师生安康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鲁璐

舞阳县：17个项目落地
总投资逾22亿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明奇 赵培 帅鹏

“我们将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纳入年度科级领导班
子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大
力实施招强引精战略，高压
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再创新局
面，今年以来，已先后签约落
地项目17个，总投资22.08
亿元！”3月10日，舞阳县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以来，该县成功促
成了分子尺度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5亿元的分子尺度科
技实验室项目、河南咔咔电
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1.5亿元的电动汽车充电
桩项目、惠州市好顺景食品
有限公司投资1.1亿元的好
顺景食品加工项目、漯河市
涵衣钰琪服饰有限公司投

资 1.8 亿元的年产 6000 万
只阿拉伯头巾生产项目等
17个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
22.08亿元。

该县充分发挥驻沪、驻
深等招商引资办事处作用，
建立完善信息共享和集中
攻坚机制。书记、县长等领
导坚持带头落实“二分之
一”工作法，2月份，县委副
书记、县长朱暑光带队到鲁
西化工、聊城化工、鲁西集
团和江苏百荟聚通制药、梅
兰化工集团等考察。各乡
镇、县直各单位积极摸排招
商线索，洽谈合作意向，收
集整理招商信息230条，邀
请客商入舞考察150批次。

漯河二院送诊上门
暖心服务拉近医患情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尹红娅

近日，家住沙北的李先
生家属与漯河市二院心血
管内科主治医师杨光联系，
其父亲今年93岁，近期活动
不便，一直卧床，这几天精
神状态差，乏力、头晕，杨光
医生听闻老人情况，决定上
门为老人进行随诊，并与科
室护士杜向阳一起前往老
人家中。

在李先生家中，医护人
员为患者测量血压、血糖、
血氧饱和度，进行详细的检
查，结合老人当时各项指标
检测数据及综合的病情评
估，为老人进行口服药物调
整，并暖心地进行备忘记
录，最后杜向阳手把手示范

正确翻身、规范叩背，以及
有效咳嗽、排痰的技巧，直
至老人及家属完全掌握，并
叮嘱家属日常做好家庭护
理，减少坠积性肺炎、压力
性损伤等并发症发生。

随诊结束后，李先生及
其家属对杨光医生和杜向
阳护士非常感谢，激动地
说：“你们的家庭随诊，对于
活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真是
一大福利！”送医上门只是
市二院众多志愿服务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市二院志
愿服务团队走进村庄、走进
社区，到基层为需要的人提
供医疗支持，全方位为群众
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社工建设咋“提质增效”？
外地组团到郾城考察学习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李秋言 张煜晗

3月10日上午，汝州市
民政局副局长刘秋玲、新乡
县民政局慈善社工股股长
张力尉等人，来到漯河市郾
城区民政局考察学习社工
站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共同
探讨如何推进基层社工站
建设“提质增效”适应新发
展，郾城区民政局副局长熊
笃志、益爱社工中心主任应
瑞娅全程陪同考察。

考察组先后前往郾城
区社工站、龙城镇社工站及
金牛社区社工站观摩学习，
实地听取了各个社工站有
关特色项目的汇报。座谈
会上，熊笃志和应瑞娅就汝
州市、新乡县民政局一行在

基层社工站建设中遇到的
疑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交流，探讨了本土社工机
构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的发展方向，分享了坚持

“专业人干专业事”、创新
“五社联动”机制、探索“小
社工大服务”、实行“多站合
一”等特色服务工作。

刘秋玲表示，郾城区社
会工作服务站组织架构完
整，社工专业性强，服务覆盖
面广，社会认同度高，将学习
借鉴该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参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的经
验模式，进一步提升未成年
人关爱保护工作成效。

“同学们，发生火灾时，
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
话，要说清起火的地点……”
近日，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消防救援大队的“蓝朋友”
们，深入开发区实验小学开
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
安全课”活动，为广大师生送
上实用消防“大礼包”。

课堂上，大队宣传人员
通过面对面讲解、互动式问

答等方式，引用典型校园火
灾案例，用生动形象、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
消防安全常识，对如何预防
火灾、如何逃生、如何正确
拨打119报警电话，如何安
全用火用电，扑救初期火灾
等消防安全知识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在问答环节，学
生们争先恐后，踊跃提问，
针对学生们提出的消防问

题，宣传人员一一现场答疑
解惑，同学们纷纷表示学到
了很多消防知识。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消防大队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开展消防知识进校园活
动，全面提升校园消防安全
责任意识和火灾防范水平，
真正达到“教育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
会”的目的。

漯河城管：常态化军事训练，促执法更文明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