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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武民 赵振恒

本报濮阳讯 7月20日，濮阳
市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现场推进会
在台前县召开，其后，外地考察队
伍接踵而至。台前县探索的精准
扶贫产业扶贫新路子，被称为精准
扶贫的“台前样板”。

台前县吴坝镇的一个精准扶
贫就业基地里，数十名女工正在劳
作。这个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建在
了村民的家门口。不到两个月时
间里，像这样的精准扶贫就业基
地，台前县新建了53个，改造提升
60个，总数达113个，吸纳2938名
贫困人口就业，创造了精准扶贫的

“台前速度”以及“台前样板”。
台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国

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攻坚的任务
十分艰巨。“我们通过调研走访，发
现有53%左右的贫困人口不仅具
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而且有着比较
强烈的就业愿望，但由于照顾孩
子、赡养老人等原因，不能或不宜
外出打工。如何让这部分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是我们关注的重
点和努力方向。”台前县委书记常
奇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今年5月份，台前县各乡镇
在外出考察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依托羽毛工艺品加工、服装加工、
汽车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着
力推进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建设，并
发动在外创业人员把适合安置贫
困群众就业的“绿色项目”带回家。

在行政村设立生产车间，采取

“基地+产业+致富带头人+贫困
户”模式，帮扶困难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不仅增加了群众收入，也解
决了企业“用工难、用工贵”的问
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激发
了贫困乡村的内生潜力，让百姓安
心的同时，也让企业欢心。

7月 10日，在台前县精准扶
贫就业基地项目集中入驻仪式
上，县政府拿出1270万元，对各
乡镇符合标准和要求的第一批精
准扶贫就业基地进行了奖补。“我
们把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把
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建设作为重要
抓手，坚决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这场硬仗，力争2018年实现脱
贫摘帽。”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
说。

□记者 杜文育
通讯员 焦永生

本报许昌讯 8月18日
晚，许昌供电公司组织反窃
电人员对市区延安路某小区
用电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共
查处窃电及违约用电3户。
这是该公司开展突击反窃电
专项行动的一个场景。

面对当前气温居高不
下，用电负荷持续增长的现
状，许昌供电公司积极组织
营销人员开展突击反窃电
专项行动，重点对营销稽查
系统出现的大电量及突增
突减用户，小网吧、小宾馆
等“八小”场所，群众多次举
报但尚未查实的企业等10
类重点客户进行突击检查，
进一步堵塞跑冒滴漏，保证

企业经营成果。
专项行动共成立了3个

现场普查小组、1个计量装置
核查小组、1个系统数据审核
维护小组，充分利用营销稽
查系统和负荷监控、配变监
测等技术手段，列出10类重
点有嫌疑的客户清单，制定
周密的普查计划，分线路、分
台区、分责任人，有针对性地
进行不定时突击检查。对检
查发现的窃电行为，该公司
现场检测、充分取证，掌握确
凿证据，依法严格处理。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许
昌供电公司共对6200余居
民客户、3500余商业客户
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累计
纠正各类错误信息68处，
查处窃电用户32户，追收
电费及违约金6.4万元。

□记者 王新昌

本报讯 湖南金鹰卡通
卫视重磅打造的《中国新声
代》，是一档儿童类的唱歌
类节目，主旨是深度挖掘孩
子的音乐才华，寻找最具时
代感的好童声。2016年，
咱们郑州有两个孩子登上
了这个舞台，“小叨神”毕维
嘉和“嘻哈女神”冯艺凡，他
们分别加入了曹格战队和
苏运莹战队。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这
两个孩子不但歌唱得好，街
舞跳得更棒，俩人同时都是
咱郑州嘻哈帮街舞的学员，
长期在嘻哈帮学习街舞，作
为湖南金鹰卡通卫视《中国
新声代》官方唯一指定舞蹈
机构，嘻哈帮街舞培养了大
量的优秀街舞少年，在
2016年，嘻哈帮重磅打造

了一家全能少年艺人养成
基地，即将亮相郑州，毕维
嘉和冯艺凡都是从嘻哈帮
走出来的唱跳型街舞少年，
这一次有两个孩子成功登
上《中国新声代》的舞台，也
说明了嘻哈帮街舞打造全
能少年艺人的计划初露峥
嵘。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站
上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8
月27日，嘻哈帮街舞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打造了一
场属于孩子们自己的演唱
会，除了毕维嘉和冯艺凡，
还有《中国新声代》往届优
秀选手倾情献唱，更有世界
街舞冠军的精彩表演。

咨询电话：
0371-53313050
4007000025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去年6月1日
起，我国大部分药品价格由

“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
转变，取消政府定价，在我
省，涉及药品 3400 多种。
为让老百姓能买到更多便
宜药，昨日，省价格监督检
查与反垄断局（简称省价监
局）召开规范药品价格行为
提醒告诫会，省人民医院等
8家医疗机构、仲景宛西制
药等16家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以及河南医院协会代表

参加会议。
在提醒告诫会中，省价

监局要求各医疗机构要严
格执行明码标价，药品生产
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名目、
形式，实施扰乱市场价格秩
序的违法行为。

省价监局相关人士指
出，该局将加大对药品费用
和价格行为的监管，及时制
止和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
为，群众如果发现涉嫌价格
违法问题，可拨打12358价
格举报热线，一经查实，将
依法严肃处理。

嘻哈帮少年艺人养成计划初露峥嵘

全球童星盛典
即将绽放郑州

许昌擒获32只“电耗子”

省价监局：
将严查药品价格违法

扶贫基地建在贫困户家门口

“书法女孩”卖字救母后续

爱心涌动 帮助孝女救妈妈
大河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励孙昭琼1万元

核心提示｜家中负债累
累，母亲又在交通意外中受
伤，已欠下医疗费8万多元，
24岁的郑州大学书法专业毕
业生孙昭琼，尝试卖书法作品
筹钱救妈妈。昨天，大河报以
《“你安心治疗，钱的事我想办
法”》为题，报道了孙昭琼卖字
救母的故事，引发多方关注。
昨天，多位热心读者和网友经
过大河报牵线搭桥与她联系，
捐钱、买字，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也被女孩的自强和孝心
打动，联合大河报奖励孙昭琼
正能量奖金1万元。

“没想到这么多爱心人士来帮
助我，谢谢大河报的帮助，也感谢
所有好心人。”昨天，在医院陪护妈
妈的孙昭琼，手机不时响起，好心
人打来电话鼓励一番，同时询问她
的银行账号或微信号，转账或发红
包给她，有人留下地址电话买她的
字献爱心，有人只为捐钱提供帮
助，还有人到医院探望。截至昨天
傍晚，孙昭琼的微信（微信号：
18300702470）收到四面八方的爱
心款7000多元。

“这姑娘不容易，孝顺又自强，
我想帮帮她。”安阳的大河报热心
读者马先生看到报道后，第一时间
联系大河报新闻服务热线，想献一

份爱心。
74岁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皮画艺术传承人张亚美，从大河报
上看到孙昭琼卖字救母的报道后，
也主动联系。“张老师说看到我家
的事，眼泪都流下来了，觉得我和
她孙女年龄相仿，我的孝心打动了
她。”孙昭琼说，对方邀请她见面，
并决定要作画帮助她，有幸得到这
样的大师指点与帮助，孙昭琼觉得
无比感动又荣幸。

孙昭琼请假一周回到母亲身
边后，她的弟弟连夜返回部队，孙
昭琼一下子成了父母的全部依
靠。面对接连涌来的爱心相助，她
给自己打气：之前家里接连出事

儿，我都陪家人扛过来了，这次有
那么多好心人帮忙，一定会渡过难
关。

昨天下午，因为接连有好心人
买字帮她救妈妈，孙昭琼在病房的
窗台上，拿出笔墨纸砚认真开写，
一笔一画，认真、有力，她眼含热
泪，也透着坚强。

8月22日晚，今日面孔转发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90后女孩卖字
救母的相关报道时感慨，当天凌
晨，宋丹丹在微博晒出的与生命垂
危的母亲四手紧握的照片，让无数
网友为之动容，孙昭琼用自己双手
书写的感动，则让整座城市为之感
动。

#郑州 90后女孩卖字救母#
【买她一幅字画，成全一份孝心】母
亲重伤住院，远在上海的24岁女
儿孙昭琼，买了张站票，连夜赶回
郑州。家中负债累累，母亲欲放弃
治疗，她却说：“你安心治疗，钱的
事我想办法。”女孩擅长书法，决定
卖字救母……昨天下午，阿里公益
天天正能量在新浪微博上传播孙
昭琼卖字救母的正能量故事，希望
更多人来助女孩一臂之力。被书
法女孩的坚强和孝心感动，阿里公

益天天正能量联合大河报奖励孙
昭琼1万元正能量奖金。

“家庭连遭不幸，年轻坚强的
她，想靠自己的双手扛起这个家。
所有的担当和孝心，都融在她一笔
一画的书法作品中。”阿里公益天
天正能量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助者
人恒助之，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
合大河报，奖励“书法女孩”孙昭琼
1万元正能量奖金，同时，共同呼
吁：大家一起来爱心接力，买一份
女孩的书法作品——您支持的不

只是艺术，更是女孩一颗救母的孝
心。“也祝愿女孩的妈妈早日康
复！希望女孩继续坚持练习书法，
有朝一日用自己的作品，去帮助更
多遇到困难的人。”

“百行以德为先。”昨天下午，
孙昭琼写了一幅甲骨文书法作品，
赠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并题字：
拜谢救助，感恩社会，励志前行。
这位一直念叨“救助之恩大于天”
的书法女孩表示，每一份爱心相
助，都是她坚强前行的力量。K

微信成了爱心预约平台“书法女孩”病房里开写

被卖字救母的孝心打动 阿里公益送出万元奖金

病房窗台上，孙昭琼在认真书写。

□记者 蔡君彦 实习生 房晋云 文 记者 许俊文 摄影

脱贫脱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