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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酥梨销往帮扶单位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红勋 实习生 康志豪 通讯员 叶全花 朱亚飞 文图

等待装车运走的酥梨

本报讯 9月12日上午，
在鲁山县库区乡搬走岭村谷
得红梨园里，驻村第一书记
胡建业和村民们正忙着将1
万余斤酥梨装箱，准备运往
帮扶单位河南城建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每年都
会开展消费帮扶，帮助我们
销售酥梨，真是太感谢了。”
种植大户谷得红说。

谷得红是搬走岭村酥
梨种植大户，园区面积达到
200余亩，年产量达到3万

余斤，帮助销售酥梨是驻村
工作队每年都要做的事
情。今年中秋节来临之际，
驻村第一书记胡建业联系
学校领导和教师员工，大力
推销库区酥梨，学校教师员
工纷纷报名购买，最终购买
量达到1.1万斤。

“今年夏天，河南城建
学院通过教职工团购、网络
带货销售的形式帮助销售
蓝莓8万余元，现在又帮助
我们销售3万余元的酥梨，

有帮扶单位的后盾，我们发
展产业信心更足了。”搬走
岭村党支部书记刘文群说。

据悉，自2015年开展
结对帮扶以来，河南城建学
院派出三任第一书记，助力
搬走岭村开展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同时，该校
还积极开展消费帮扶，帮助
村庄销售农副产品，增加群
众收入，多年来累计帮助销
售酥梨、蓝莓、红薯、蜂蜜、
花生、土鸡等50余万元。

深山农户“鼓捣”盆景 7个月收入20万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红勋 实习生 康志豪 通讯员 乔新强 孙辰辰 文图

赵占营正在给盆景树桩缠保鲜膜

本报讯 9月19日，在
鲁山县背孜乡东山村一个偌
大的农家院里，遮阳网下一
盆盆新培育的盆景树桩被保
鲜膜缠着，有的已露出新芽。

“近段时间天气干旱得
厉害，保鲜膜缠一下，能够
保障树桩的水分不容易流
失，提高盆景的成活率。”这
片盆景园农家院的主人，今
年52岁的赵占营说。

赵占营初中毕业后开
过理发店，也做过废品回收
生意，2017年回到家乡开
办了一个农家乐，生意还算
不错，可惜的是自从疫情开
始后，农家乐的生意就不太

好了。“这两年没赚到啥钱，
就想着改行干点别的。想
着自己小时候就喜欢鼓捣
些花花草草，开农家乐时自
己制作的一些盆景搞绿化，
有时客人很喜欢，吃完饭后
也会买几盆带走，就决定专
业搞盆景了。”赵占营说。

东山村地处大山深处，
山坡上的野生山楂、黄荆、
小叶榆、海棠都可以作为盆
景的树桩，所以赵占营的盆
景树桩资源很丰富。除了
熟人购买外，今年春节过
后，赵占营还通过直播带货
的方式，从网上销售盆景。
7个月来，线上线下已售出

20万元的盆景，收入可观。
目前，赵占营的盆景已

有大大小小4000多株，价
值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
等。他还准备再流转2亩
多地，继续扩大盆景种植。
另外，在赵占营的带动下，
附近已经有3家从事盆景
制作的农户了，其中两家生
意也不错，每家一个月也能
卖出去1万余元的盆景。

“我的想法是让越来越
多的乡亲都参与进来，在我
们当地形成一个规模的盆
景大市场，把盆景制作发展
成一个产业，有钱大家一起
赚。”赵占营说。

舞钢特巡警摆街面
给你看得见的安全感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红勋 实习生 康志豪
通讯员 朱莉娜 李轶昂

本报讯 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舞钢公安特巡警大队将警力
摆上街面，不断提高街面见
警率、管事率，有效震慑各类
违法犯罪，全面提升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
的安全感，做到“白天见警察，
夜间见警灯”，舞钢特巡警增
加重点部位巡逻密度，并最大
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加大
对易发案部位和重点时段的
巡逻巡查，提高主要干道、银
行、夜市等重点区域及易发案
部位见警率，及时发现及时打
击违法犯罪行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在开展最小作战单元
专项训练中，舞钢特巡警大

队通过“组训教官+参训队
员+现场实战”的实景化教学
模式，进一步规范警情处置
流程，增强了团队协同作战
意识及应急处突能力。在今
年9月平顶山市公安局组织
的全市公安机关处置突发案
（事）件暨应急物资保障跨区
域拉动演练中，舞钢特巡警
大队通过警用无人机空地协
同作战劫持人质案（事）件应
急处置演练，受到参演干警
的一致好评。

平时，特巡警大队民警
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仅在“百日行动”期
间，共救助群众30余人。用
心服务群众，让辖区群众真
真切切感受到“安全感、幸福
感”。

抖民推播护学巡特警 尽显警民鱼水情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红勋 实习生 康志豪
通讯员 景春阳 戴英子

本报讯 9月5日晚，抖民
“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在抖音
平台推播鲁山公安“护学岗”
执勤特警队员帮助学生联系
家长的事儿，一时间被众多抖
民点赞。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鲁山
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精心部
署，全力开启“护学岗”模式，
确保校园及周边治安的平安
稳定，为归笼神兽保驾护航。

9月5日下午沙河新桥警
亭特警队员刘翔飞、谢承汎、
李东东、李淼鑫四人提前到
岗，在花园路小学门口维护校
园周边治安秩序，引导学校门
口家长、学生不聚集、不扎堆，
保障师生安全有序出校。17

时40分，一位背着粉红色书
包的小女孩来到正在值勤的
特警队员李东东身旁，称放学
后一直见不到自己的母亲，想
用警察叔叔的手机与母亲联
系。李东东问清手机号码后，
迅速帮小女孩联系到了母
亲。不巧这一幕被抖民“心简
单，世界就简单”发现，拍摄后
传到抖音平台。

“每一天的上下学看到这
些警察都在学校路口忙碌，每
天学生没到校前民警却都已
到岗，很感动也很欣慰，非常
感谢鲁山警察的保驾护航，致
敬警察。”这是一名抖民在评
论区的留言，也是对特警队员
护学岗工作的支持和肯定。

无证驾驶校车被查处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红勋 实习生 康志豪
通讯员 朱莉娜 李轶昂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
和 减 少 涉 学 生 交 通 事 故
的发生，舞钢市交警大队
开 展 校 车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专项整治，严查未取得校
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超
速、超员等违法行为。

9 月 15 日 17 时许，交
警大队八台中队民警在庙
街乡东营村附近路段执勤
时 ，发 现 一 辆 号 牌 为 豫
D88××6 的校车，车上搭
载有幼儿园学生。经过盘
查，民警发现驾驶人马某兵
没有驾驶证，原来，马某兵
在 2019年因驾驶报废车辆
已被舞钢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查处并吊销其驾驶证，当
前属于无证驾驶。民警对
驾驶人马某兵进行了严厉
的批评教育，即刻疏散校车
上的学生，检查车辆运营资

质、年检、行车证等相关手
续。经过进一步盘查，民
警还了解到该校车属于叶
县辛店镇闯新幼儿园，在
驾驶校车运载学生的过程
中，没有按照规定放置校
车车牌，并且没有按照审
核确定线路行驶。

目前，舞钢警方对驾
驶人马某兵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
法 处 以 行 政 拘 留 并 处
15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对驾驶校车运载学生的过
程中没有按照规定放置校
车 车 牌 的 违 法 行 为 处 以
200 元罚款，对驾驶校车
运载学生的过程中没有按
照审核确定线路行驶的违
法行为处以 200 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