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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要闻

寒冬时节，
丁陶大地的田野上褪去
绿装、恢复了沉寂，但在襄汾县新城镇
夏梁村，
山西帝尧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的厂房内却热闹非凡，
滚筒式撞皮机
正在高速运转，经过 15 分钟 1 次撞皮
后，黄芩的根皮已基本撞净，将进入晾
干环节。加工完成的黄芩茶，是该公司
的茶系列产品，今年还搭上了“山西药
茶”
的“快车”，
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近年来，
襄汾县众多农民和能人大
户发展中药材种植、深加工产业贸易，
走上了富裕路，
中药材产业成为全县响
当当的农业支柱产业。
种好药材 富裕百姓
“早在 20 多年前我就开始种植中
药材了，
那时远志 1 公斤的价格是 5 元，
现在卖到了每公斤 16 元！”大邓乡沟北
村村民范国杰对记者说。
沟北村位于山区地带，
种植粮食作
物产量低、收入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范国杰了解
到种植中药材效益比较好，
就在自己的
承包地里试种，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
益。尝到甜头后，他从最初的单一品种
远志发展到柴胡、黄芩、生地等多个品
种。
“从人工种植到机械化种植，加之
科学有效的种植技术，收入越来越高。
今年我种了 30 亩中药材，雨水多长势
好……”说起中药材种植，腼腆的范国
杰打开了话匣子，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如今，
依靠种植中药材富裕起来的范国
杰在县城买了楼房，平时在县城居住，
农忙时节回到村里管理自己种植的中
药材。
在中药材种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
襄汾县越来越多的农民投入到中药材
种植中。同时，许多种植大户也开始进
军这一产业，
成为中药材种植的中坚力
量，仙园农场就是其中之一。该农场先
后流转了大邓乡沟北村、裴家庄村的

好药材 出丁陶
——襄汾县发展中药材产业纪实

毗邻襄汾县西贾乡荀董村的 330
省道两旁，
一家家中药材收购店鳞次栉
比，展现出当地中药材交易的红火势
头。
“2000 年以来，荀董村一度成为全
国最大的生地集散地，
市场份额占到全
国的 70%。”说起荀董村辉煌的过去，村
委会主任高新建的语气中透露着自豪。
在多年的生地收购、加工、经销过程中，
该村培育出一大批有实力、有经验、有
头脑的中药材经纪人，
他们奔波在药材
收购、经销一线，成为连接中药材种植
户和药厂的纽带，
充分激活了全县中药
材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
襄汾供销社惠农公司搭
建起电商平台，
通过抖音、
快手、
拼多多、
微信和供销社农芯乐等平台举办直播
活动，
推动连翘茶、蒲公英茶、金丝皇菊
等中药材深加工产品销售，
扩大了襄汾
中药材的影响。
襄汾县仙园农场负责人
周志刚说：
“广大农民能够大规模种植中
药材，
很大程度得益于有一支经纪人队
伍，
既能让种植户不愁销路，
还能卖出好
价钱，
有的收购商把整块地的中药材都
收走了，
甚至不需要种植户自己收。
”
规模大、思路宽、销路广。
每年中药
材收获时节，
行走在襄汾县的广袤田野
上，远志、柴胡、黄芩、芍药、丹参、穿地
龙、大黄、金银花等各色中药材不时映
入眼帘，
成为装点丁陶大地的一道道独
特风景，
更成为带动当地农民稳定增收
的重要产业。

本报记者 李永军 潘华玲
1200 余亩土地，种植了柴胡、黄芩、丹
参、远志等中药材。农场流转的土地以
每年每亩 200 元支付给原土地承包户，
农忙时还会雇佣周边的村民管护，
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襄汾县果树服务中心主任李振岗
多年从事中药材技术服务，
对全县中药
材发展十分了解。
他说：
“襄汾县山区有
着丰富的野生远志、柴胡、黄芩等中药
材，被全省确定为‘晋南边山丘陵中药
材生产基地县’之一。”经过多年的发
展，目前襄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9
万余亩，分布在全县 13 个乡镇，形成了
东山区、西山区、南贾—西贾、汾阳岭周
边四大中药材主产区。2019 年全县中
药材总产值达 30345 万元。中药材产业
已经成为襄汾县增加农民收入的亮点
产业。
深度加工 提升效益
今年端午节期间的促销活动中，
襄
汾县神龙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
太行山纯野生连翘茶以其独特功效引
人注目，各地客商纷纷现场体验。藏在
深山无人知的连翘叶，
成为备受追捧的
网红产品。
大邓乡神龙洞村位于襄汾县东山
的 3 县交界处，具有丰富的野生连翘资
源。神龙洞村村委会主任赵天佑得知
野生连翘具有的极高药用价值，便萌
生了利用当地资源开发连翘茶的想
法。在认真考察后，他和村党支部书记

郭发元一起倡议筹资成立神龙泉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制茶师
傅炒制连翘茶。产品一上市，就以其独
特的口味和丰富的药用价值受到市场
的青睐。许多村民还通过为茶厂采摘
连翘叶、在茶厂打工增加了收入。村民
公令叶说：
“ 以前在家里没事做，有了
茶厂后，仅靠在山里采摘连翘叶，每天
就能收入 100 元左右。”目前，该公司已
经开发出绿茶、红茶、黑茶等系列产品
并投放市场。
无独有偶，
位于该县赵曲乡的山西
鸿 禧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也 流 转 了
1500 亩土地种植蒲公英、金丝皇菊、桑
叶、黄芩等，以“公司+基地+合作社+市
场+品牌”的经营模式，走上了规模化
发展道路。在公司生产车间，从种植基
地收回来的蒲公英经过一道道工序被
加工成蒲公英茶，装进精美的茶罐。该
公司负责人刘俊红说：
“我们公司是山
西药茶产业联盟理事单位，
我是市药茶
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
我要带领大伙一
起发展中药材深加工，
努力把襄汾药茶
做大做强！”
山西帝尧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位于襄汾县新城镇夏梁村，
依托当地资
源开发了“帝尧花草茶”
系列产品，
包括
帝尧金丝皇菊、野生蒲公英茶、野生茵
陈茶、野生酸枣芽茶、桃花茶、槐米茶、
黄芩茶、连翘茶等多个药茶品种，致力
于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安全的山
西药茶。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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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我
市“ 青 春 靓
城 ，乐 活 临
汾 ”青 年 城

本报讯 （通讯员 郑 玮） 近年来，
市财政局严格 PPP 项目（即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
目运作模式）规范运作，有效助力重点
领域建设。
严守入库底线，规范合理运行。该
局坚持必要、可承受的财政投入原则，
审慎科学决策，加强入库项目资本金审
查，确保资本金来源合法合规，严守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0%的“红线”。
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改善民生基
础设施建设。该局不断挖掘 PPP 投资潜
力，发挥社会资本的管理、运营优势，带
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项目投资建
设，
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规范绩效管理，推动 PPP 工作健康
发展。该局构建多层次评价体系，进行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综合绩效评价，确
保项目实现预期运营效果，推动 PPP 工
作健康、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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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汾县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的
过程中，
涌现出一个个依托当地中药材
资源的深加工龙头企业，
有力带动了襄
汾中药材产业升级。

市财政局

“您好！从今天起，市区财神楼南北
街不允许随意停放车辆，请您前往前方
左侧免费停车点。”12 月 25 日中午，在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监察支队北城大队
执法人员引导下，一位市民将电动车停
放在财神楼菜市场口。
“ 这条街修得这
么好、这么漂亮，咱们应该做到文明停
车，不给市容市貌抹黑、添堵。”这位市
民表示。
蜕变之后的财神楼南北街一经亮
相，古色古香、整齐划一的沿街建筑风
格惊艳众人。为了维护这一精品示范街
的“颜值”，规范道路通行秩序，财神楼
南北街自 12 月 25 日起全线禁止非机动
车、机动车停放，所有非机动车、机动车
必须按规定停放在设置的停车场（点）
内。
如今，一进入财神楼南北街就能看

2019 年 7 月 1 日

市定向挑战
赛在汾河文
化生态景区
举 办 ，来 自
全 市 40 个
代表队的
200 余 名 青
年跑步爱好

市互联网协会召开 2020 年交流年会暨茶话联谊会
本 报 讯 （记 者 田 青 松） 12 月 27
日，临汾市互联网协会在市区新能源大
厦召开“融合创新 智慧临汾”2020 年交
流年会暨迎新春茶话联谊会，聚焦省域
副中心城市和数字临汾、智慧临汾建设，
共商互联网行业发展大计。
会上，市互联网协会负责人回顾总
结了 2020 年协会工作，展望了互联网发
展趋势，
提出了明年协会工作要点。
互联
网有关专家围绕全市互联网行业发展态
势作了深入系统的交流，
分析探讨了“互

联网+政务服务”的现状与未来。曲沃晋
之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翼城唐风晋韵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有关负责人围
绕智慧物流、电子商务运营等内容作了
交流分享。会议对协会评选出的５名网
络文明教育讲师进行表彰，并为新增会
员单位颁牌。
其间，还穿插进行了歌曲、唢呐、舞
蹈、模仿秀等精彩的文艺表演，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营造了喜庆欢乐的节日氛
围。

转型提质蹚新路 青企先锋开新局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召开 2020 年年会
本报讯 （记者 卫 博 韩晓芳） 12
月 26 日，
“转型提质蹚新路 青企先锋开
新局”2020 临汾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年会
在市区育花园大酒店召开，80 余名青年
企业家参会。
会议传达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
审议通过了新增补会员名单，
表彰了
山西润年同创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谢职刚等 15 位优秀会员。山西翌航
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田杰作为优秀
会员代表发言。会议还全面总结回顾了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2020 年工作，谋划了
2021 年工作。就在疫情冲击下如何实现
企业发展，市中小企业局负责人与与会

青年企业家进行交流，并宣讲了政府关
于企业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
团市委负责人向广大青年企业家解
读了市委
“一三四三”
工作思路，
希望他们
直面困难、抓好机遇，
勇做推动转型发展
的突击队；
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
勇做创新
创造的带头人；
攻坚克难、
甘于奉献，
勇做
现代社会治理的主力军；
注重学习、强化
素质，
勇做服务社会的奉献者。
希望青年
企业家协会能加强自身建设、
强化服务意
识、
创新服务方式，
不断提高吸引力、
凝聚
力和影响力，
努力把协会建设成凝聚我市
青年企业家精英的平台、
培育青年企业人
才的摇篮、
促进青年创业发展的孵化器。

（上接 1 版） 在王建红的印象中，王红林
平易近人，衣着朴素，
“ 走到村里，村民
们说他就跟普通百姓一样。他走进了老
百姓的地里、家里，更走进了老百姓的
心里。王县长也常对我们说，和老百姓
打 交 道 不 能 由 着 自 己 的性 子 ，要 有 耐
心。”
心上事是百姓事，王红林一心为民
的无私情怀让王建红感怀至深，
“ 毕竟
和 王 县 长 共 事 过 ，咱 不 能 丢 王 县 长 的
人，要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事儿办好。”
曾任团柏乡茶房村党支部书记的
和纪红在王红林身上看到一名共产党
员最宝贵的初心。
“ 那会儿正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王县长往村里跑的就没数，
咱看着有些常年不住人的房子都没法
进人，他根本不怕危险，每一户都要亲
自进去看。”和纪红感慨道，
“ 王县长告
诉我，农村危房改造是合民心、顺民意、
遂民愿的民心工程，一定要因地制宜采

用符合实际的改造方式，让党的惠民政
策真正落到实处。”
与王红林共事多年，有一个场景一
直印刻在和纪红脑海中，
“2013 年，我们
村修路，
大家正在路边干活，
王县长一进
村子就看到我们。他走过来二话不说就
撸起袖子、拿起铁锹和大家一起干。
边干
边问我修路有没有困难，我就一五一十
和他说资金短缺的事。
他放下铁锹，
从上
衣口袋里拿出笔和本，我说着他记着。”
和纪红心想：这事肯定有着落！
“王县长
遇事从不推诿，
总是想尽办法解决，
他的
一言一行值得我认真学习。
”
在脱贫攻坚一线，扶贫干部们用扎
实的工作作风诠释着脱贫攻坚的精神
内涵。他们扎进贫困山村，落实一个个
扶贫政策；他们和贫困群众一起拼搏奋
斗，解决一个个发展难题；他们奔走在
山间田野，奏出一曲曲脱贫攻坚的时代
壮歌。

者参加了挑
战 赛 。图 为
挑战赛现
场。
本报记者
闫锐鹏 摄

停车讲规矩 文明靠大家
——市区财神楼南北街停车新措扫描
本报记者 李 静 闫 璟
到沿街设置的“此路段禁止停车”告示
牌和多个停车场（点）指示牌。市区靓城
提质“三大行动”财神楼指挥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
“为了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
我们经过前期策划和规划选址，与多个
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共设置了 5 个非机
动车免费停车点、2 个非机动车收费停
车场和 1 个非机动车及机动车共用的收
费停车场，并提前告知临街商户和住户
禁止在街面停放车辆。”

记者通过实地查看了解到，5 个免
费非机动车停车点为财神楼北街南口
路西侧、何二胡同口、菜市场口、老鼠街
商场大门内和财神楼南街贡家胡同口；
2 个非机动车收费停车场设置在财神楼
北街南口路东、财神楼南街北口路西；1
个非机动车及机动车共用的收费停车
场设置在财神楼南街原公安处院内，入
口处都设有醒目标识，便于市民找寻和
停放。

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
（2017-2035）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要求，
襄汾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山西清源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襄
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2017-2035）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现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
（部令第 4 号）规定，
现将相关内容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网络链接：
http://www.xiangfen.gov.cn/contents/3471/713168.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需联系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或环评单位，
联系方式如下：
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电话：
0357-3811888
通讯地址：
襄汾县十方泽电子商务产业园（鄢里村对面）
联系人：
陈永燊
电子邮箱：
xfjjkfq001@163.com

层

山西清源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太原市并州南路 6 号大营盘鼎太风华 B 座 24

联系人：
徐工
电话：
0351-4053676
电子邮箱：
28343964@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为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及周边各村庄的居
民、单位职工或团体、组织和管理部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xiangfen.gov.cn/contents/3471/713168.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好的公参意见
表反馈给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襄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24 日

“过去道路破烂不堪，车辆随便停
放，整条街一片混乱。改造之后整洁美
观不堵车，车辆停放有秩序，顾客逛起
来更方便、更舒心。”老鼠街商场一饰品
店老板欣喜地说，
“作为沿街商户，我们
将积极支持和配合市容工作，引导顾客
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
经过执法人员和沿街商户的大力
宣传，前来观光、逛街的市民大多做到
了规范有序停放车辆。家住财神楼南街
姚家胡同的贾先生说：
“ 胡同里停车资
源有限，谁回来早才能占上车位，这下
有了收费机动车停车场，就不用担心停
车难了。”
停车讲规矩，文明靠大家。记者在
此提醒广大市民 ：进入财神楼南北街
时，切勿心存侥幸违规停放车辆，否则
将依法查处。

关于加强对北京及大连中风险地区来（返）临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
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
按照《北
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
顺
义区南法信镇西杜兰村、高丽营镇张
喜庄村上调为中风险地区；经辽宁省
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同意，将大连市金
普新区拥政街道古城甲区，光中街道
红旗社区、胜利东社区，
友谊街道金华
社区、
古城乙区社区、
康乐社区、
金海社
区、
兴民村，
站前街道联胜社区、
盛滨社
区共 10 个社区划定为中风险地区。请
12 月 13 日以来去过北京、大连中风险
地区人员，
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和单位报备相关情况，自觉接受健
康管理，
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
全国无高风险区，
中风险地
区 19 个，
分别为：
北京市（3 个）朝阳区汉庭酒店大
山子店（包括底商），顺义区南法信镇
西杜兰村，
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
辽宁省（14 个）沈阳市于洪区北
陵街道宏达社区、华润橡树湾二期，
大
连市金普新区光中街道金东路社区、
先进街道金润小区 B 区、拥政街道古

城甲区、光中街道红旗社区、胜利东社
区、友谊街道金华社区、古城乙区社
区、康乐社区、金海社区、兴民村、站前
街道联胜社区、盛滨社区。
黑龙江省（1 个）绥芬河市机务段
铁路综合楼。
四川省（1 个）成都市郫都区三道
堰镇八步桥社区八组安置点。
近期，
全国多地出现确诊病例，
进
口冷链食品多次出现核酸检测阳性，
请广大群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
意识，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
不扎堆、禁吐
痰，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卫生习惯；
倡
导文明用餐，
鼓励“分餐制”
和“公筷公
勺”
,自觉做文明餐桌的践行者；注意
饮食安全,食物烧熟煮透，不食用生冷
食物，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对发现从北
京、大连及其他重点地区来（返）临人
员未落实健康管理措施的，请及时反
映情况，
举报电话 0357-2091131。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总调度室
2020 年 12 月 27 日

曲沃县生态工业园区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规划期限为 2019 年-2025 年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四）发展定位和总体目标
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按照
曲沃县生态工业园区是国家级绿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 色工业园区、山西省钢-焦产业集聚发
规定，现将曲沃县生态工业园区发展 展基地、晋南地区典型“生态工业园”、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事项进行第二 临汾市工业转型发展示范窗口，结合
次公示，
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情况，打造
一、规划名称及概要
“1164”园区发展模式，即“1 主线+1 核
（一）规划名称
心+6 协同+4 重点”。
曲沃县生态工业园区发展规划
“1 主线”：以推进生态工业园区建
（2019-2025）
设为主线，深入贯彻绿色低碳、循环经
（二）规划范围
济、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
曲沃县生态工业园区规划总面积
“1 核心+6 协同”：以钢铁制造产业
约 31.88 平方公里。以高显镇周边范围 为核心，以焦化化工、耗钢产业、高端
为主体区域，三星仓储物流园为飞地。 装备制造、资源耦合利用、轻工业协同
主体区域四至范围：东边至现有闽光 发展、物流商贸与现代服务产业为协
焦化附近一线，南至东、西张寨村以及 同的工业发展体系。
席村北侧，西至侯马曲沃边界，北部至
“4 重点”：以强链条、补支撑、重绿
郭义铁路线，总平面积约 31.76 平方公 色、谋创新为四项重点任务。
里。其中含远期预留发展用地 6.88 平
二、规划环境影响预防对策和减
方公里。此外，三星仓储物流园也作为 缓措施
生态工业园区的一部分。三星仓储物
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流园范围位于 108 国道以南，西临原三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重点行业准入
星进出厂公路，东与侯马风城村为界， 条件，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加强入
南至原三星焦化厂南墙为界，总平面 区企业技术装备、资源能源消耗和污
积 0.12 平方公里。
染物治理水平，从源头降低资源能源
（三）规划期限
消耗，
减少污染物排放。

2. 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坚持一水多用和废水复用的原则，
提高企业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保证园区
水资源利用效率；
在园区内应设置事故
污水池，
确保事故情况下污水不外排和
最大限度地控制其不利水环境影响。
3. 固体废弃物处置减缓措施
本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
处理原则，提高固废综合利用率，减少
其对有效土地资源的侵占。对产生危
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制
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申报。
三、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的方式
公众可以在公示期内通过登录
http://www.quwo.gov.cn/contents/12481/
717859.html 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
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规
划区周边的居民和可能受到影响的个
人、团体、组织和管理部门等。
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包括：是
否支持规划的实施、对规划实施可能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意见、对规划环

评提出的调整意见和减缓措施的意见
建议、对园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固定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向规
划建设单位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提交书面意见。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规划环评委托单位：山西省临汾
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
联系地址：
曲沃县花苑小区口
联系人：
常志毅
联系电话：
0357-4522427
13935710780
邮箱：
czy19740113@sina.com
评价单位名称：
山西省环境规划院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桃园北路 6 号民信商务
咨询及联系人：
师帅
联系电话：
18734157353
传真：
0351-5605696
邮箱：
89778828@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
告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