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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香·溯源·悦生活

本报讯 （记者 王 鹏） 6 月 27
日，襄汾县兴民药茶中药材产业化联
合体成立，这是该县首个中药材产业
化联合体，将为该县药茶和中药材产
业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对
于做大做强中药材和药茶产业意义
重大。

该联合体由襄汾县兴民林业开发
有限公司牵头，联合1家中药材购销有
限公司、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1家家
庭农场共同成立。联合体成立后，将挖

掘襄汾中药材资源优势，以中药材种
植为基础，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产业
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等方式，推
动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及药
茶产业发展，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延伸
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使药茶及中药
材产业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
攻坚的新支撑、农业转型发展的新亮
点、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新载
体。

或静坐品茗，或上线互动，或驻足
观赏，端午假期，尧庙华门新天地临汾原
产地商品体验店的药茶展区成为此次
活动的焦点，赚足了关注度和话题度。

“这款连翘红茶的水温要控制在
85℃到90℃之间，水温过高会让茶的口
感发酸，用定点环壁冲泡的方法两三秒
就要出汤，快速出汤会让口感顺滑香
甜。”6月26日上午，在药茶展区前方的
茶台，茶艺师夏禾老师向在场群众展示
药茶冲泡工艺，“相比而言，用紫砂壶泡
茶更好，紫砂壶有透气性，能释放出茶
的原味，泡出的茶汤色清澈明亮。”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
快创建“临汾药茶”优质品牌，提升认可

度和美誉度。在这次展销会上，我市药
茶企业临汾裕丰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与山西贡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
订了意向采购协定。“我们裕丰特公司
生产的连翘药茶产品，在 2017年荣获
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美食与文化馆金
奖；2019年取得了出口资质，走出了国
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为代表
委员的指定用茶；前不久，我省发布首
批授权使用山西药茶区域公共品牌的
企业和产品名录，裕丰特公司和产品名
列其中。”作为一名药茶生产企业的代
表，裕丰特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尧羽连翘茶创始人贺秀云郑重承
诺，以工匠精神提升产品品质，保障产

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铸就产品口碑，
真正做到“茶的味道，药的功效”。

“咱就实实在在地用聊天方式跟线
上顾客交流，这样才接地气。”第一次做
直播，57岁的安泽县禾清源茶叶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陈留明信心满满，“我们
的药茶产品在这次直播活动中价格在
原价的基础上打 7折，优惠力度很大。
网络直播卖货这种新兴的销售方式是
趋势，我和我的员工都要紧跟潮流，深
入研究如何合理设置线上产品的价格
以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

市农业农村局果桑站站长张青山向
记者介绍，目前我市重点打造连翘叶茶、
花类药茶、特色药茶三大类六大种药茶，
确定了“以规划为引领、以科技为支撑、以
项目为抓手、以企业为依托，扩基地、强龙
头、抓研发、建平台、重联合、搞活动，全力
打造临汾药茶品牌”的发展思路，全力推
进临汾药茶产业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一杯茗香话发展
本报记者 李卫红 荀丹薇

永和大枣、古县羊肚菌、大宁西瓜、
翼城小米……端午假期，在尧庙华门新
天地临汾原产地商品体验店农产品展
区，来自我市 17个县（市、区）的 102家
农特产品企业负责人，带着 250多种产
品集结于此，参加了端午直播带货线上
线下活动。

“参加这次端午活动，我们翼城带
来了 8家企业的 30多种产品。大家看，
翼州香牌隆化小米通过了绿色食品认
证，还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产品，峨
皇石碾小米不破坏谷子的营养元素，口

感好……”在杂粮产品展柜，每当有人
流连驻足，翼城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化办
公室主任李芳总是耐心推介。

“翼城县的直播时间是 26 日 10：
20-11：00，在直播间，翼州香隆化小米
推出了 200 袋一斤装的产品，9.9 元一
袋，买一袋送一袋，同时还有 40袋拍一
赠一的免单活动。130克装的百花蜂蜜
原价49.9元一盒，直播间同样的价格可
以买到两盒，非常划算。”李芳俨然主播
上线，“我们的产品品质有保证，但酒香
也怕巷子深，产品知名度还没打出去，

借此机会多让利消费者，把翼城农产品
宣传推广出去，以后这样的直播优惠活
动还会继续做，让翼城的农产品品牌叫
得响、传得远。”

前三年用酵素养地，第四年开始种
植小麦，不施化肥，不打除草剂，麦子由
石磨低速加工磨成面粉，面粉经过深加
工制成面皮，这就是襄汾县主打的酵素
面粉和酵素面皮。该专柜工作人员侯志
萍耐心地向记者介绍：“我们的产品品
质优、价格透明，酵素面皮不论是平常
销售还是今天在柜台展出，都是16.8元

一包，但在襄汾直播间 39.9元能买到 3
包，优惠力度特别大。”侯志萍还在这次
展销活动中举办了试吃活动，现场用美
味征服顾客的味蕾。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红告诉记
者：“这次活动通过线上带货、线下展
示、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全方位展示
临汾的名特优产品，共同叫响了‘临汾
优选’和‘中国根·黄河魂’两大品牌，
为来临汾的朋友营造了一种游在临
汾、吃在临汾、住在临汾的‘回家’感
觉。”

本报讯（记者 白 洁） 6月 26日
是第33个“国际禁毒日”，当日上午，尧
都区在市区鼓楼广场举办了主题为“牢
记嘱托勇担当 创建禁毒示范城”的禁
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禁毒民警和彩虹社工
设置禁毒宣传台，摆放毒品模型，向群
众散发禁毒宣传彩页、购物袋等物品，
并现场宣讲禁毒法律法规和毒品预防
教育知识，广泛宣传毒品的严重危害
性；同时，号召市民积极关注“中国禁

毒”“山西禁毒”等公众号，签订电子版
禁毒承诺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每位家庭成员做起，筑牢防毒拒毒
的铜墙铁壁，营造全民禁绝毒品的浓
厚氛围。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游戏互动环节，
民警将禁毒宣传和趣味游戏相结合，把
毒品知识、辨毒技巧等融入游戏，通过
禁毒知识有奖竞答、现场涂鸦、拍照打
卡等方式，让广大市民在寓教于乐的氛
围中学习禁毒防毒知识。

“两位副县长在
三次直播时都力推我
们的产品，我特别感
动。”在位于尧庙华门
新天地的我市端午直
播带游带货活动主会
场，古县古树食品公
司销售部负责人李怀
山动情地说。

6 月 25 日中午，
李怀山早早来到市级
直播间，熟练地将核
桃仁产品摆在一个个
小碟子上，为当天下
午的古县直播专场做
准备。

“我们的副县长
周兴将把这款农产品
作为主推，向网友们
推荐。”李怀山开心地
说，“这已经是县长第
二次在直播带货时推
介我们的古树核桃
了。在前段时间的全
市新型网络消费直播
活动中，他就力推我
们的产品。”

“小小一枚核桃，
竟然能让我们县领导
不遗余力。”李怀山告
诉记者，古县前不久
举办直播带货活动
时，副县长史澎就将

古树核桃作为主打产品，那次直播带来
了800单的销量。

他说：“县领导在直播中讲得特别
细、特别好。从我们县种植核桃已经有
2000多年的历史，讲到获得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干果经济林之乡的荣誉，又
谈到产品的营养、口感、味道，比我们公
司的专业销售员讲得都好。”

“我们企业成立时间并不长，县里
极为关注。政府是按打造龙头企业的方
向帮扶我们、要求我们。”李怀山介绍，
古树食品公司已经开发出了即时休闲
类、速食营养类、原生态古树礼品类3大
类 29种产品，目前，正在全力打造核桃
深加工基地建设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加
工核桃仁 500吨，带动古县种植农户增
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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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秀 炫酷的视听“夜宴”

“太震撼了！太壮观了！”端午节三
天假期，在“天下第一门”——华门，每
晚以《梦回尧都》为题的光影秀都会上
演三场。6月 25日晚，第二场光影秀刚
刚结束，市民王卓仍难抑激动。虽然长
期生活、工作在临汾，但是王卓坦言这
还是第一次现场观看。璀璨的光影、炫
酷的音响让她心潮澎湃，动态的帝尧形
象、“围棋”元素等则让她印象深刻。

“早就听说华门这边有夜市，所以我
就带着孩子们过来了，没想到能近距离
观看这么上档次的光影秀，真是不虚此
行。”王卓把录制的小视频发到朋友圈，
立刻就吸引了多位朋友的点赞和留言。

据尧都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华门光影秀是我市近年来把科
技、文化、旅游相结合打造的全新文旅
产品，也是我市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延
伸旅游产业链、提升旅游产品品质、体
现文旅融合成果的示范性项目，它将传
统内容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运用光电技
术、4D成像、建筑投影等手段，使光、音、
像相辅相融，再现了历史，演绎了传说，
抒发了情怀，目前已成为临汾城满足市
民游客休闲、夜游需求的主要项目。

唱大戏 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这是功夫！”6月 26日晚，早早等
候在华门新天地前的老人畅邦昌指着
台上的表演说。

看到兴起处，这位85岁的老人情不
自禁地频频叫“好”，就连他身后11岁的
重孙子都看得目不转睛。

畅邦昌老人所说的，是演员曹志华
表演的蒲剧翎子功。“我刚刚表演的是蒲
剧《小宴》里的一个片段。”作为山西蒲州
梆子翎子功第六代传承人的曹志华介
绍，翎子功又称“耍翎子”，一般的表演动
作靠头部的摆动和身段的变换，使翎子
构成各种姿势及形态的高难度技巧，它
多用于吕布、周瑜等人物，表现其惊喜、
愤恨、得意、轻佻等心理活动和性格。“今
天表演的这段是吕布独自一人在房间焦
急等待貂蝉的到来，通过用翎子的涮、
挑、绕、摆，单抖、双抖、独立，来展现人物

的心态与精神面貌。”曹志华说。
6月26日、27日，市蒲剧艺术研究中

心连续两晚演出了多个经典蒲剧片段，
虽然都不过一二十分钟，却让不少观看
的市民大呼过瘾。资深戏迷杜先生认为，
在以“逛吃”为主的夜旅游中，这样的演
出以天作幕布，以地作舞台，轻巧灵活又
不失水准，不仅充满了市井味儿，也更易
吸引各年龄段的观众，对于提升我市夜
旅游、夜文化水平将起到积极作用。

“夜经济”满满的城市烟火气

又一个夜幕，悄然间降临。
刚过晚6点，尧庙华门景区的“尧都

大道”上再次变得热闹起来：人声鼎沸
中，各种小商品、服装百货、小吃餐饮、儿
童娱乐项目的摊点陆续开张了，穿梭其
间的消夏市民汇成了熙攘的人流……

华门新天地灯火辉煌，走入古色牌坊
后面的“小吃一条街”让人顿感惬意：30多

张方桌排了长长的两溜儿，三五人一桌的
食客正吃着龙虾、烧烤，喝着冰镇啤酒，欣
赏着舞台上的新歌连唱、模仿秀……

提及人气，最旺的非“心连心网红
桥”莫属！在尧都大道北侧，十数名年轻
男女正在网红桥上相向而立，和着劲爆
的音乐有节奏地左右晃动，不时有人

“失足”跌落桥下，引得人们一阵阵大
笑。此刻，场外已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有谨小慎微的市民翘首一饱眼福，大胆
心细的则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据尧帝旅游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介绍，按照“科学规划、合理招商、规范
管理、狠抓安全”的原则，自 6月 6日开
始，工作人员在尧庙华门景区指定区域
规划设置了“两区三场”，即小商品聚集
区、儿童游乐区、古玩交易区、美食广场
和文化旅游广场，目前已吸引约 300余
个商家。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他们
设置了宣传管理组、摊位管理组、秩序
管理组、环境管理组（疫情防控组）、光
影秀播放组。

复苏的“夜经济”，不仅丰富了市民
的消夏生活，而且有效提升了城市活
力、拉动了城市消费、提振了市场信心，
为人民群众营造了创业门槛低、经营风
险低、商品价格低的就业机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文华）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周年之际，“晋扁担”供
销惠农联盟平台在浮山县寨圪塔乡山
交村开展了“喜迎七一爱心助农直播带
货扶贫活动”，该村的连翘茶、黄精、玉
米糁、山核桃、金银花等纯天然传统农
特产品，以崭新的销售方式给当地农民
走出贫困带来实惠和希望。

“晋扁担”是山西兴荣供应链公司与
市供销社联合开发的一个惠农品牌，结盟
临汾各类产品一级批发商，依托各县（市、
区）供销社，由企业、基层供销社、专业合

作社、便民连锁店等经营生产服务网点，
以及其联合合作的各类涉农企业和新型
经营组织，作为购销服务节点和终端，结
合自身现代仓储、智慧高效物流、品牌展
厅等优质资源，设立兴荣物流园区创新发
展中心，重点打造供销合作联盟服务平台
体系、农副产品加工联盟服务平台体系、
电商微商网商服务平台体系，以“一中心
三平台模式”实现农副产品上行与工业品
下行。“晋扁担”已经成为我市乃至全省物
流行业惠农支农的一个新兴业态。

此次活动主要利用供销平台，向农

民提供网上购物、配送到村的服务，采取
“送出去 引进来”的经营模式，助力农民
增收。驻村帮扶工作队市委编办帮扶人
员全程参与此次网络助农爱心扶贫活
动，市委编办派驻的“第一书记”出镜直
播，消费者和网民介绍寨圪塔、推介农产
品。“晋扁担”董事长吉兴荣表示：“下一
步，兴荣物流晋扁担供销惠农联盟平台
将在我市所有贫困村陆续开展爱心助农
活动，把‘寨圪塔铺货、晋扁担吆喝’这种
模式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域，成为更多贫
困群众销售农特产品的常态化渠道”。

本报讯（记者 韩晓芳）记者从市
人社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劳动力
建档立卡完成 169.32万人，其中，贫困
劳动力建档立卡完成率 100%，农村劳
动力建档立卡完成80%以上。

我市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今年8月底前要完成城镇劳动
力的建档立卡，10月底前要完成全市
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建档立卡对象
包括全市范围内（含非我市户籍三年
以上常住人口）14周岁以上有劳动能
力的城乡人口。为确保我市劳动力建
档立卡工作按时保质完成，市人社局
制定了《临汾市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
实施方案》，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切实提高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水

平和就业能力。
根据省市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要

求和信息采集经办流程，我市人社系
统科学统筹建档立卡信息采集、周密
推进建档立卡有序开展，精准对接产
业发展需求和企业职工培训需求，按
照统一标准体系、统一信息系统、统一
更新标准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实施
方案和工作流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办法进行数据采集，将本区域范
围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基本情况、就业
经历、培训经历、培训计划、就业意愿
和培训成效等信息，全部采集录入到
全省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
推进了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的有效落
实。

临汾“夜宴”醉游人
本报记者 孙宗林 亢亚莉

“寨圪塔”铺货 “晋扁担”吆喝

兴荣物流联手供销惠农联盟开展直播带货扶贫活动

线上线下互动 推介名优特产
本报记者 李卫红 荀丹薇

本报讯（通讯员 张泽晋）为深化
党员干部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
是“第一种形态”的认识和把握，真正让

“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不断推动
从严管党治行迈向更高水平，近日，农
发行临汾市分行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在
全系统开展了贯彻省分行监督执纪“第
一种形态”指导意见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我市知名专家贾成
奎教授为全体党员进行了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专题讲座。贾成奎围绕“什么是
党的纪律、纪律建设贵在执行到位、加
强纪律修养”进行了集中阐述，针对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由来、监督执纪常
态化必要性等内容作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

▶ 图为 6 月 27 日上午，大宁

县政府有关领导和参展企业负责

人等在直播带游带货活动现场展

示特色产品。

本报记者 苏亚兵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冯 颖） 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七一”来临
之际，吉县县委老干部局组织全县 200
多名老干部党员深入东城乡社提村，
参观红色遗址，汲取前进力量。

社堤村红色遗址是吉县农村革命
火种最早燃烧的地方，1938 年，吉县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成立，吉县
最早的共产党员郑方同志在这里生活
奋斗过。老干部们通过参观社堤村党
支部红色遗址、战史陈列室，深刻感受
到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

百炼而更加坚强的精神，重温了老一
辈共产党员郑方同志夙兴夜寐、宵衣
旰食、勇毅笃行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
格。

社堤村是全县新农村示范村，老
干部们在村里观看了苹果小镇、“建国
杨”、音乐喷泉、果蔬采摘大棚、州川河
湿地公园等，深刻感受到脱贫攻坚、美
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活动现场，老干部们还将创作的
十余幅书画作品捐赠给了当地党支
部。

市人社局

按时保质完成劳动力建档立卡

尧都区

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襄汾县

首个中药材产业化联合体成立

吉县县委老干部局

参观红色遗址 汲取前进力量

农发行临汾市分行开展专题培训

县市区动态

本报讯 （记者 张玉萍） 今年以
来，永和县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深入开
展“三零”单位创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的有力抓手，迅速行动、上下联动，截至
6月22日，该县7个乡镇全部设立社区
矫正委员会，统筹协调乡镇社区矫正工
作，在全市率先实现乡镇社区矫正委员
会全覆盖。

该县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开展“面
对面”走访、实行县乡错时点名、严格

执行社矫纪律等措施，重点针对社区
矫正对象点名反馈、实时定位、数据同
步等存在的问题，强弱项、补短板。同
时，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
法》的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法治宣
传”、电视台开辟“法治专栏”、组织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等模式，加大社区
矫正法宣传，营造全民学法用法浓厚
氛围，全面推动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规
范开展。

永和县

实现乡镇社区矫正委员会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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