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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陕西森弗制品有限公司的带
动下，菊芋成为带领大家增收致富的“金蛋
蛋”，让无数乡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这背
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

在商洛当地，群众将菊芋称为“洋姜”
“洋萝卜”，它具有抗旱耐寒，好种植、产量
大等特点，但易腐烂、难存储，精深加工利
用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农户种植菊芋，利
润微薄，甚至有亏无赚，一直被当做制作泡
菜的食材，未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让菊芋产
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学研究表
明，菊芋中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是
一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物质，世界卫生组
织已将菊芋所含的膳食纤维定为“第七大
营养元素”，有“天然胰岛素”之美誉。全球
40多个国家将其列为了食品营养补充剂。
2009年，我国正式批准菊粉为新资源食品，
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功能性
食品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陕西森弗制品有限公司通过科技创
新，成功突破菊芋加工菊粉关键技术，走出
了一条企业高质量发展，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的新路子。

不同于国内其他厂家，将菊芋粉碎后直
接用水提取，森弗公司通过将菊芋切成片运
用动态逆流提取技术，通过不同的浓度差和
温度差让菊芋的细胞质变性，从而提取出来
的有效成分更多、杂质更少、纯度更高。创
新五步纳米纯化技术和膜分离技术，菊粉产
出率和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菊粉产出率高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49个百分点，产品品质

达到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结合市场需求，森
弗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实现菊粉产业精细化
分类，引领菊粉产业高质量发展。

森弗菊粉包括：国标菊粉、出口菊粉、
低糖菊粉，饮料和果冻专用菊粉、特医特
膳专用菊粉、奶油专用菊粉、乳制品专用
菊粉、烘焙专用菊粉、液态菊粉、菊芋糖浆
等10大类。

近年来，森弗公司先后承担了《菊粉系
列产品开发项目》《菊糖果蔬酵素加工制备
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陕西省商州菊芋科技
示范基地项目》等省级重点科技项目的组
织实施工作，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有力提升了国内菊粉产业研究和发
展水平。

乡村振兴，本质
上是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过程。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关键
是以农业科技创新
促进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引导农业向绿
色、优质、特色和品
牌化发展，促进科技
与农业产业深度融
合，推进农业全产业链
整合发展，实现让农业强起
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结合消费升级，森弗公司通过菊粉精
细化分类，开发出固体饮料、液体饮料、凝
胶糖果、压片糖果、果葡糖浆等系列产品以
及特医特膳食品。培育运营了“森弗”“森

弗畅炫”“森弗倍健”
“有笑鸭”“忆秦岭”
等 大 健 康 产 品 品
牌。产品通过互联网
销售到全球各地，得到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让商州
菊芋系列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世界，实
现“菊芋经济”全产业链发展。

在森弗公司带动下，商州区已有17个
镇232个村将菊芋作为促进群众增收、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优势产业，菊芋种植面积达到
4万多亩，将3万多名群众嵌在产业链上，
实现了持续稳定增收。

“商州菊芋”已经被农业农村部列入
2021年度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名录，成为商
州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
又一“金字招牌”。

森弗公司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产业发
展，准确把握科技发展大势，不断强化自身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发展质量，为乡村振兴
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森弗陕西森弗 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
白鹏飞

本报讯 (杜 曜)10月20日，市安委
会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季取暖
管理开展严防一氧化碳中毒专项排查治理
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认真做好今冬明春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要吸取榆林定边县一氧化
碳中毒事件教训，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
生。冬季取暖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重要
民生、民心工程。当前天气逐渐变冷，将迎
来村民居民燃煤取暖高峰期，也是一氧化
碳中毒事故多发、高发期。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要牢固树立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以
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
的态度，切实重视冬季燃煤取暖预防一氧
化碳中毒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各项防
范工作，坚决杜绝冬季取暖煤气中毒事件
再次发生。

《通知》要求要明确责任分工，开展督
查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各级各部门要按照
属地原则和行业主管原则，立即安排开展
冬季燃煤取暖预防煤气中毒的专项排查治
理。教育部门负责对使用燃煤取暖的中小
学、幼儿园校舍等场所进行专项检查督查，

民政部门负责对使用燃煤取暖的养老院、
福利院、救助站等特殊人群住户等场所进
行专项检查督查，住建部门负责对建筑施
工工地使用燃煤取暖的民工宿舍等场所进
行专项检查督查，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各
类公路在建项目工地使用燃煤取暖的民工
宿舍等场所进行专项检查督查，公安部门
负责对使用燃煤取暖的宾馆、旅社、出租
房、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居住区等场所进
行专项检查督查。

市安委会办公室要求要广泛宣传教
育，增强防范意识和救援能力。要利用网

络播放公益广告、张贴宣传画、发微信、发
放宣传单、举办预防煤气中毒知识讲座等
各种方式，在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和重点
人群，普及预防煤气中毒的卫生知识和安
全使用燃煤常识，切实增强广大群众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我救护能力，确保煤气中毒
防范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
校、进家庭，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
级政府要完善煤气中毒事故(事件)专项
应急救援预案，明确处置措施，适时开展
应急演练，确保煤气中毒事故的救援及时
和科学有效。

我市开展严防一氧化碳中毒专项排查治理
本报讯 (刘春荣 李先锋)今年以

来，丹凤流岭国有林场在包扶村丹凤县
寺坪镇甘沟村积极发力，多措并举，使
该村群众实现持续增收。

今年8月，该场包扶丹凤县寺坪镇
甘沟村后，立即调整、补充驻村工作队
队员，完善驻村工作队管理制度，强化
驻村工作纪律，夯实包户干部责任。按
照“四不摘”要求，认真落实科级领导包
扶重点监测户和潜在风险户、一般干部
联系10户脱贫户帮扶措施，对全村4户
重点监测户、23户潜在风险户和119户
脱贫户进一步充实了帮扶力量。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林场12名
包扶干部因户施策，为群众送连翘2万
多株，送实用致富技术、务工信息等60
多条，实现了户均增收800多元的预期
目标。同时，该场每周组织干部进村，
同“四支队伍”一起对全村382户农户
进行“六查六问六看”排查，确保防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常态化。

针对一些群众对山茱萸、核桃等
经济林采用传统粗放管理，单株产量
低的实际，林场组织技术人员将集中
培训与“敲门入户”传授经济林科学
管理技术有机结合，人防机防相结
合，累计开展山茱萸病虫害防治1500
多亩，免费向群众提供经济林科管专
用肥20吨、连翘5万株。同时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将森林抚育等项目倾斜
该村，组织群众有偿参与重点区域绿
化工程，有效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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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州区夜村镇力促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不断调
整种植结构，使中药材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图为
10月25日，辖区内闲余劳动力在村民张永哲的药材收购点为
桔梗去皮。 （记者 王 倩 摄）

根据四届市委第十四轮巡察动员部署会议安排，截至10月20日，市委粮
食购销领域专项巡察组完成进驻，作风建设专项机动巡察组同步开展工作。

市委本轮巡察共成立4个巡察组，其中3个巡察组对各县区、各部门开展作
风建设专项机动巡察；1个巡察组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业务监管部门、市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以
及各县区党委、政府开展粮食购销领域专项巡察。

作风建设专项机动巡察，将聚焦事关商洛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深入查找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政策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执行打折扣、
行动不坚决等问题，推动重点领域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粮食购销领
域专项巡察将紧盯被巡察单位履行政治责任和职责使命情况以及粮食购销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深入开展巡察监督，认真查找制度漏洞和问题短板，充分发
挥巡察标本兼治作用，坚决杜绝粮食购销领域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

市委各巡察组现场巡察约40天左右。巡察期间设专用联系电话、电子邮
箱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作
风建设、粮食购销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移交被巡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受理电话时间为工作
日8:00-12:00、14:00-18:00，受理信访时间截至2021年11月25日。

市委部署开展作风建设和粮食购销领域专项巡察

组 别

市委第一巡察组
（作风建设专项巡察）

市委第二巡察组
（作风建设专项巡察）

市委第三巡察组
（作风建设专项巡察）

市委粮食购销领域专
项巡察组

组 长

王 波

王 军

程永启

郑明强

副组长

夜孟军

刘栋文

胡增灵

孙晓奇
杨 博
张庆华

被巡察单位

丹凤、商南2个县，商洛高新区；市人大机关、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
政研室、市委老干局、市委党校、商洛日报社、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红
十字会、市教育局(含市考试管理中心、市教研室、商洛开放大学、商洛中学)、
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含市就业局、市社保局、市技工学校)、市住建局(含市房
产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卫健委(含市疾控中心、市卫生健康执法支队、市中
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市疗养院)、市市场监管局、
市体育局、市人防办、市医保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22个市直部门单位。

商州、洛南2个县区；市委办、市政协机关、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委编
办、市委机要保密局、市委（政府）督查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人民检察院、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科协、市工商联、市文联、市侨联、市残联、市科技局、市工信
局（含市城投公司、市交投公司）、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含市移民办、市自
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市城管局、市农业农村局（含市畜牧产业中心、市农科
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审计局、市林业局、商洛高新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市融资担保公司、市文旅公司等27个市直部门单位及国有企业。

山阳、镇安、柞水3个县；市政府办、市委机关工委、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含商
州公安分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含商
洛广播电视台）、市应急管理局、市统计局、市信访局、市行政审批局、市乡村
振兴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商洛职院、市招商服务中心、市政府研究中心、市
方志办、市供销合作社等20个市直部门单位。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业务监管部门，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各县区党委、政府。

邮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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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办(市委第
二巡察组)收

商洛市商州区
金凤二路市委
巡察办(市委第
三巡察组)收

商洛市商州区
金凤二路市委
巡察办(市委粮
食购销领域专
项巡察组)收

举报箱地址

1.商洛市商州区金凤二路市委巡察办
大门东侧(市委第一巡察组举报箱)
2.丹凤县中心广场东半部西北角(市
委第一巡察组举报箱)
3.商南县政府大门东侧(市委第一巡
察组举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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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东侧(市委第二巡察组举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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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举报箱)

1.商洛市商州区金凤二路市委巡察办
大门东侧(市委第三巡察组举报箱)
2.山阳县政府大门东侧(市委第三巡
察组举报箱)
3.镇安县委大门左侧（市委第三巡察
组举报箱）
4.柞水县委大门左侧（市委第三巡察
组举报箱）

1.商洛市商州区金凤二路市委巡察办
(市委粮食购销领域专项巡察组举报箱)
2.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门口（市
委粮食购销领域专项巡察组举报箱）
3.商洛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门口（市
委粮食购销领域专项巡察组举报箱）

巡察受理信访时间

2021年10月20日—
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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