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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好故事

新鲜时蔬“直采进京”

冷总在沧州创业的“热生活”
——在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记者 陈凤来

蔬菜直采 城乡对接新模式

1 月 29 日，天色微亮，北京美团快
驴货仓内灯火通明，一辆辆分送鲜蔬
的货车不停地进出。

“西红柿、茄子、生菜，送到东城区
的‘粗粮人家’。”很快，标记着菜品名
称和配送地的蔬菜打包上了车。

上午9时，北京粗粮人家饭店经理
况春强已在迎候。打开包装，西红柿圆
润油亮，叶菜新鲜水灵。“要的就是这么
新鲜的食材，不经过冷藏，保留了蔬菜
的鲜香。”况春强说，临近春节订餐的客
人越来越多，蔬菜需求量也更大，保证
食材的品质和新鲜一点也不能马虎。

“过去各大餐饮店和超市都是到
批发市场采购蔬菜，品质怎么样谁也
不敢保证，你总不能拿着检测设备去
采购吧。”美团快驴蔬菜采购部经理翟
雷说，去年他们在美团快驴平台新增
了为餐饮店、超市提供直采蔬菜的业
务，根据客户要求直接到蔬菜生产基
地采购，直接送达，颇受欢迎。

既要绿色，还得保证菜品新鲜。
他们去各地考察了多次，最后在饶阳
停下了脚步。“这里是蔬菜之乡，百里
蔬菜长廊一眼望不到边，而且全域都
是无公害棚菜。”翟雷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从北京出发沿着大广高速 1 个多
小时就到了，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京九铁路、大广高速贯穿全境，2
小时内可直达北京、天津、济南、石家
庄，物流十分方便。

品质 打开北京市场的“密码”

当北京食客品尝蔬菜的鲜香时，
距离北京 120 公里的饶阳，34 万亩设
施蔬菜绿色盈人，生机盎然。向阳合
作社副理事长刘亚队领着记者来到温
室大棚，西红柿像一串串晶莹透亮的
红灯笼，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直采蔬菜，对质量的要求是十分
苛刻的，在与我们合作之前，美团已经
暗中在蔬菜基地考察了多日，直到一
切都满意了才找到我们。”刘亚队说。

“要产优质菜，就得有好基因，就
说这在京城走红的西红柿吧，光我们
这儿就有十几个品种，都是最新的优

良品种，由中国农科院、河北省农科院
专家全程进行技术指导。”刘亚队介绍
说，除了品种好，生物防治也是他们的
法宝。他指着墙上的蜂巢说道：“熊蜂
授粉能让西红柿更加饱满、汁多，口感
好，还能让整个生长季不受蚜虫困扰，
俺们这里每个棚室都有一个。”

走出温室，村西连绵数百个大棚蔚
为壮观，棚里种植着各种新鲜时蔬。冬
天北方人吃火锅的多，叶菜需求量大，
他们建起了季节性的冷棚。冷棚又叫
保暖棚，白天温度能达到十几度。冷棚
建成后，每天都能采摘鲜菜。

观念转变 催生市场新业态

“别看现在风光，当初尴尬着呐。”
刘亚队说。

去年5月，美团快驴来村里的蔬菜
大棚考察，提出要直采蔬菜，价格比批
发市场高 0.2-0.3 元，大家挺高兴，可
一听不仅要绿色无公害，还要大小一
致，长短统一，习惯了稀稀松松过日子
的菜农们有些不适应。

有的菜农还像以前到批发市场卖
菜时那样，在好菜下面放了次菜，结果

收购方给退了回来。刘亚队组织菜农
开起了讨论会。“我们要转变过去的老
观念，把品牌做响才能有长远的发
展！”一番话让大家茅塞顿开。

“现在大家都转变了，在买家的指
导下进行标准化种植，竞相提高果蔬
质量。”刘亚队说，“现在大家都主动到
县农牧局组织的蔬菜培训班上课，学
习新技术、新品种和现代管理知识。”

去年 12 月 15 日，北方秋冬季设施
蔬菜大会即京津冀蔬菜品种展在饶阳
县举办，美团快驴作为电商代表受邀
参加。“看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
学会、中国葡萄协会这么多专家云集
饶阳，还建立了品牌蔬菜工作站，我们
底气更足了，当即与当地政府签下 20
万吨农业直采框架协议。”翟雷信心
满满。

“不仅是美团，唯众良品、阿里巴
巴、京东也都与饶阳签订了直采蔬菜
协议，总量达到75万吨，作为刚刚兴起
的销售业态，能有这么猛的势头始料
不及。”饶阳县农工委书记张钰说，现
在的饶阳成了新品种的试验场，众多
科研院所云集这里，可以想见，未来这
里将成为京津的餐饮后厨之一。

□记者 戴绍志

1月21日，渤海之滨。
隆冬时节，走进北京·沧州渤海新

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打桩声此起彼伏，
发货大车来往穿梭，一派火热生产
景象。

“协同发展为北京药企开启了新
时代，从北京搬到河北，我们投产 8 个
月产值即达 5000 万元，相当于在北京
时期的近 2 倍。今年有望突破 1 亿
元！”在园区内的沧州普瑞东方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冷延国兴奋地对记

者说。
占地 69 亩的普瑞东方公司厂区

里，100 余台反应釜组成的 10 多条生
产线正日夜不停地生产原料药和高端
中间体。在分析检测实验室等待新产
品实验数据出炉的晌午，冷延国谈起
了他的创业史。

1999 年，31 岁的冷延国从北京化
工大学博士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

“从事科学研究十余载，我见过太多科
研成果找不到合作方，无法推向市场。”
他下决心，要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活起
来”，转化成产品，造福全社会。

2003 年，冷延国辞职创立了北京
普瑞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办企
业 10 多年，他带领技术团队研发出系
列产品，市场份额逐渐增加，但公司成
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普瑞东方在北京大兴的厂房是租
的，场地有限，想上新产品、扩大生产
难上加难。2006 年，公司在大兴买了
一块地准备建新厂房，去北京市环保
局咨询办理环评手续时才得知：从
2005 年开始，北京市就不再批建化工
项目了！

而此时，普瑞东方的大客户日本武
田制药公司向其伸出“橄榄枝”：若普瑞
东方能扩大糖尿病新药中间体的产能，
2014年订单将追加到10吨，以后还将
陆续追加到30吨、60吨。仅以10吨订
单而言，就是2000万元，这几乎相当于
公司2013年将近一年的产值。

机不可失。冷延国再次启动了新
厂选址。“去过东北、山东等地，政策都
很优惠，却没动心。”在冷延国看来，这
些地方都不是专业化工园区，没有良
好产业配套，不利于医药企业聚集、做
大做强。

而沧州渤海新区之行，则让他眼
前一亮：这里的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拥有危废处理、工业气体、蒸汽等医药
企业生产所必需的配套设施，还是北
方唯一一家以化工为主的国家级开发
区。“当时恰逢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
略出台，化学原料药制造将在 2017 年
底前全部退出北京，早一步疏解出来
早一天受益。”冷延国决定马上启动沧
州新厂区建设。

落户河北，看似顺风顺水，但冷延
国心里并不踏实：一是到京外办厂，需
要在当地重新报批药品品种，审批周
期估计最短也得两年多，还会失去“北
京药”的品牌效应。二是担心产品检
测难。到沧州，样品送到北京检测再
回 厂 ，最 少 两 三 天 ，势 必 影 响 生 产
效率。

这时，京冀两地探索实行的医药
产业转移异地监管方式，彻底打消了
冷延国的第一个疑虑。“现在，我们正
在享受这一政策带来的红利。”冷延国
说，公司入园省去了跨省(市)转移的审
批环节，更重要的是，批准文号不变，
留住了“北京身份”。既解决了新药落
地转化难题，又可继续享有北京资源
优势，保留“北京药”的品牌效应。今
年，公司二期 50 吨原料药项目正在快
速推进，明年年底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8000万元。

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在冷延国
决定出资 1200 万元建设高级医药中
间体分析检测中心的时候，园区管理
部门第一时间得知他的需求，主动上
门服务，协调解决了中心建设所需的
手续，还为公司申报获批 800 万元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支持。

2014 年走手续，2015 年土建施
工，2016 年设备安装，2017 年设备搬
家、调试，2018 年 5 月投入生产⋯⋯五
年时间，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普瑞东方也一年一个样。仅 2018 年
一年，公司客户就增加了 30%以上，不
仅与瑞士诺华、美国吉利德等世界排
名前列的药企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
还成为德国默克、韩国三星以及京东
方等显示材料企业的供应商。

讲着自己在沧州的创业史，冷延
国感慨：“我的人生和事业都在这里火
热起来！”

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沧州渤
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签约入驻药企
已达137家、总投资达438亿元。

日前，在高级医药中间体分析检测中心，冷延国正在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记者 戴绍志摄

家有“孝星”年味更浓
□记者 王育民

1 月 30 日，腊月二十五。记者来
到乐亭县姜各庄镇杨坨子村村民马兴
国家时，他的儿媳妇刘振香正蹬着窗
台探出半个身子擦玻璃。

见是村党支部书记陈开带着记者
前来，刘振香也不客套，亮开大嗓门招
呼起来：“我把这块玻璃擦出来再唠
啊，你们先上炕坐着歇会儿，正好帮我
看看哪儿还没擦到！”

“瞅瞅，我们村的名人、唐山市‘十
大孝星’就是这么个实在人儿！”陈开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介绍。

这时正在炕上倚着被垛养神的老
爷子马兴国起身为儿媳妇“打圆场”：

“二十五，扫房土，咱农村有这个老‘例
儿’。十好几年了，振香都是到啥日子
干啥事，从来不拉下。”

知道这家故事的人都明白，老爷
子说的这“十好几年”，就是刘振香带
着公公马兴国改嫁给现在的丈夫何振
陆的这些年。

“头天晚上我俩还在一块儿喝了
点小酒，振香给我们烙的馅饼，睡一
宿觉人就没了。”说起刘振香的前夫
马爱军，陈开叹气道，“那时候都是
裸婚，小两口没黑夜没白天地忙活，
好不容易自己盖了房子把家置办起
来 ，也 有 了 闺 女 ，家 里 的 顶 梁 柱 却
塌了。”

提起往事，刚才还一边手脚忙活
一边笑语不断的刘振香一下停住手里
的活红了眼圈：“家里没了男人，那日
子真叫一个难，孤儿寡母的，夜里睡觉
都不敢关灯。”

振香的难处，乡亲们看在眼里，挂
在心上。一年半载过去，说媒的陆续
上门，纷纷劝她“再走一步”。

“刚开始根本接受不了，来一个说
媒的我就得哭一场。”刘振香回绝的理
由有两个，一个闺女年纪小，怕找个后
爹受委屈；二是婆婆去世早，扔下公公
一个人心里过不去。

面对刘振香的推辞，媒人们大多
拍着胸脯打包票：“对你闺女差不了！”
公公马兴国也在一旁跟着劝：“只要对
你好，对我孙女好就中，我这么大岁
数，咋都能过。”

经不住表哥再三撮合，刘振香勉

强同意和邻村的未婚小伙儿何振陆见
个面。

“见面没说两句话，我就跑出去
了，蹲墙角哇哇地哭。”说起这次相亲
经历，刘振香还有点小羞涩，“我根本
没看清他啥模样就跑了。”

而何振陆却对朴实的刘振香一见
钟情：“她这一哭倒让我觉得这个女人
重情义，心眼肯定差不了。”

面对何振陆伸来的“橄榄枝”，刘
振香让表哥传话：“要嫁可以，条件就

一 个—— 不 但 带 着 闺 女 ，还 得 带 着
公公。”

没成想，对方很快回了话：“我爸
去世早，把老人接来我肯定当自己亲
生父亲一样孝敬着。”

就这样，刘振香与何振陆走到了
一起。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夫妻二人
就在杨坨村定居下来，何振陆成为了

“入赘儿子”。
“如果不是‘孝星’评选，我们村很

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事，因为
根本看不出是后结合的家庭、没血缘
关系的爷俩儿。”陈开说。

正聊着，刘振香的手机响了，是女
儿打来的。只听电话这头刘振香拉着
大嗓门“吼”闺女：“减啥肥啊，正是长
身体的时候，赶紧把肉蒸上！”

放下电话，刘振香告诉记者，公公
最喜欢吃炖肉，有肥有瘦的那种。要
过年了，自己炖了一大锅，吃得闺女直

“抗议”，嚷嚷着要减肥。
“她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忒

急。”听到振香“吼”闺女，老实巴交的
何振陆趁机向记者告状，“前两天就为
了街坊邻居之间的闲事，她和老爷子
瞎嚷嚷，我和闺女都不干了！”

提起这事，刘振香脸上泛红，她承
认那天闺女一句话就把自己给问住
了：“妈您咋这么大声和我爷爷说话
哩，您那些奖状都是咋来的？”

“现在我已经被他们爷仨‘孤立’
了。”刘振香嘴上“抱怨”着，眼中却是
满满的笑意。

1月30日，刘振香（右）擦玻璃迎新春。 记者 王育民摄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印发《关于加快药学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要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署要求，
推动药学服务模式从“以药品为中心”转变
为“以病人为中心”，从“以保障药品供应为
中心”转变为“在保障药品供应的基础上，
以重点加强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参与临床
用药为中心”，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要。

根据意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加快药学服务模式转变，加强药师队伍建
设，提高药学服务能力，探索构建适应人民
群众需求的药学服务体系，促进新时期药
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加强药学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意见
提出，要制定药学人员专业发展规划，根据
功能定位和发展需要，科学设置药学岗位，
合理配备药学人员，使其数量能够满足药
学服务需要。支持医疗机构与高校、行业
学（协）会等合作，开展具有针对性、前瞻性
的高层次临床药学人才培养。要深入落实
临床药师制，按照规定配备临床药师。在
此基础上，要建立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符合
药事服务特点的绩效考核制度，并与药师
的薪酬发放、岗位聘用、职称晋升等挂钩。

为保障药学服务质量安全，意见提出，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医疗机构药
学部门建设管理，坚持公立医院药房公益
性，禁止公立医院承包、出租或向营利性企
业托管药房。要依托药事质控中心等组
织，开展本区域内、跨医疗机构的处方点
评，将点评结果纳入对医疗机构的绩效考
核指标中，并与医师处方权授予、职称评
定、医师定期考核和药师审核处方质量评
价挂钩。同时，要加强临床用药监测、评价
和超常预警，对药物临床使用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进行监测、
分析、评估。医疗机构要加强药品库存管理，建立短缺药品储备制
度，做好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对易发生短缺的药品应当
保证2-3个月药量，保证临床用药需求。

在构建上下贯通的药学服务体系方面，意见要求，以推动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和强基层为重点，加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用药衔
接，逐步实现区域内药品资源共享。同时，要制订出台慢性病长期
处方管理政策，明确可开具长期处方的慢性病目录、用药范围、管理
制度、安全告知等要求，对评估后符合要求的慢性病患者，一次可开
具12周以内相关药品，首次长期处方必须在实体医疗机构开具。

我省出台实施意见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公立医院药房禁止承包出租

本报讯（记者白增安）春节
期间，邯郸市组织开展了以“送
温暖、送文化、送健康、送平安、
送新风”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
务活动，为广大群众送去祝福
和关爱，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
和的节日氛围。

开展“送温暖”志愿服务活
动。推进阳光助残、金晖助老
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志愿者到
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等
困难家庭结对帮扶，帮助打扫
卫生、置办年货。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七彩假期志愿服务行
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
动儿童提供学业辅导、亲情陪
伴、爱心捐赠等服务。实施春
运志愿服务“暖冬行动”，依托
火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服务区
等场所，开展便民利民、帮扶重
点旅客、交通安全劝导、应急救
援等志愿服务。

开展“送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文体小分队、文艺轻
骑兵等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
开展“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
基层”“中国梦歌曲大家唱”等
文化活动，为老百姓写春联、送

福字、拍全家福。组织科技工
作者和科普大篷车下乡开展科
普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送健康”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医疗卫生志愿者深入
城乡社区开展健康促进活动，
提供健康体检、保健咨询和常
见病治疗等服务，积极参与老
少边穷地区巡回医疗、婚育新
风进万家，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引导人们健康过大年。

开展“送平安”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社区志愿者加入群防
群控体系，参加社区治安巡逻，
宣传防火防盗防煤气中毒等知
识。组织应急志愿者到汽车
站、火车站、公园、庙会等人员
密集场所协助有关部门维护秩
序，普及防灾避险、疏散安置、
急救技能等应急处置知识。

开展“送新风”志愿服务活
动。以“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
代新风”为主题，积极传播科学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引导人们
抵制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
等陈规陋习。深入贫困地区开
展扶志教育活动，提振群众脱
贫信心。

邯郸开展五大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据石
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初步统计，2
月 4 日（农历除夕）至 2 月 9 日

（农历正月初五），石家庄市空
气质量二级天数为 3 天，与去
年 2 月 15 日（农历除夕）至 2 月
20日（农历正月初五）春节假期
前 6 天相比，二级天增加 3 天，
四级天减少 1 天，五级天减少 2
天，六级天减少1天。

数据显示，2月4日至2月9
日，石家庄市PM10浓度为156
微克/立方米，PM2.5 浓度为 83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为

22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浓度
为26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浓
度为1.7毫克/立方米，臭氧8小
时浓度为88微克/立方米；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6.59。与去年2
月15日（农历除夕）至2月20日

（农历正月初五）春节假期前6天
相比，PM10 浓度下降 32.5%，
PM2.5浓度下降54.1%，二氧化
硫浓度下降55.1%，二氧化氮浓
度下降38.1%，一氧化碳浓度下
降 48.5%，臭氧 8 小时浓度下降
31.2%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率 为
44.9%。

春节假期前6天

石家庄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近日，威县梨园屯镇东赵村村民于在文在晾晒挂面。近年来，
威县采取“合作社+农户”形式，将传统手工挂面产业做大做强，解
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目前全县手工
挂面加工点有100多家，产品销往北京、天津、山东等地。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赵国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