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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你想来一个福地，早中大
奖，那么请来河南新乡。这里是名副
其实的福彩大奖产生福地。短短的半
年时间，新乡彩民合买显神威，接连擒
获 3个 800 万元以上的大奖。昨晚双
色 球 开 奖 ，又 一 个 彩 民 合 买 团 队
（41070025投注站，站长高强）再次发
力，以一张 12+1 的复式投注，一举囊
括双色球一等奖一注、二等奖四注等
一系列大奖，总奖金高达836万元！由
于全国只开出6注头奖，所以头奖奖金
分量十足，单注奖金 820多万元。4月
8日晚，彩民们度过了一个兴奋、幸福
的不眠之夜，早上打开手机，已被这激
动人心的消息霸了屏。巧的是，走进

双色球河南鹤壁代表团昨晚正好在中
彩中心，全程见证了新乡双色球大奖
的产生过程。双色球魅力无限，大奖
大，小奖易中乐趣多。在多年的实践
中，聪明的彩民牢牢掌握了中大奖利
器，那就是坚持不懈地合买，用众人的
智慧和力量凝聚成打开大奖大门的钥
匙。事实证明，接二连三的双色球头
奖开出，越来越多的彩民在购彩的经
历中增添了中双色球一等奖的辉煌战
绩，这全要归功于合买的力量！目前，
在新乡市大大小小的合买团体多达上
百个，各团体间也经常交流，共同研
究，甚至跨地域进行合买，组成超级合
买团。合买这辆巨大的战车，所向披

靡，500 万，1000 万纷纷被收入怀中。
中大奖虽是偶然事件，但投注方法运
用得当，却能够大大提高中奖概率，这
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比如，运用复
式投注方法，每多选择一个号，中奖概
率就会大幅度上升，选择的号码越多，
概率就越高，呈几何倍数增长。所以，
复式投注已经成为主流投注方式，并
且运用合买这个形式，可以聚集更多
的力量，购买更大的复式，以提高中奖
概率。新乡福彩屡中大奖，显示出了
合买的威力！各位亲们，行动起来吧，
只要坚持合买，相信总有那一天，奇迹
和幸运就会降临在你身上。

（李明磊）

新乡真乃福彩福地 双色球合买又中836万元

按照宁洛高速公路漯（河）周
（口）界（首）段路面养护专项工程施
工计划安排，河南省漯周界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将对宁洛高速公路周
口豫皖界至漯河段路面进行养护施
工。为保证施工期间高速公路安全
通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施工期
间将对该路段间断采取限制交通措
施。通告如下：

2018年 4月 15日至 7月 30日，
宁洛高速公路周口豫皖界至漯河段
（K385+900-K511+000），因道路养

护施工，将采取间断封闭半幅施工
（半幅单幅双向通行）措施，匝道施工
采取间断通行措施。养护施工区域
禁止超车，禁止超限超载车辆通行，
过往车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60 公
里/小时。

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出行前请选
择最佳行驶路线，并通过河南高速公
安微信微博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高
速公路沿线电子显示屏等途径及时
获取道路通行信息。

特此通告。
2018年4月8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宁洛高速公路漯周界段养护施工期间

限制交通措施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4月 11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我省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工作实施办
法》日前印发。根据该办法，今年招收考试的时间确定为 6月 7
日、8日。

按照规定，文化课考试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招办参照普
通高考的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实施。考点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招办统一安排，原则上设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所在地。对
口招生与普通高考考点须分设，不得混用。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体育运
动学校毕业生文化课考试科目及时间为：6月7日考语文、英语（合
卷）和专业基础课，6月8日考数学和专业课；美术、音乐、体育专业
的考生只参加6月 7、8日上午的文化考试，但须参加省招办组织
的相应的专业术科考试。

学前教育（原幼师类）专业文化课考试科目及时间为：6月7日
考语文和时事政治、幼儿教育学（合卷），6月8日考数学。

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可于考试结束15个工作日后，通过省招办
网站（http：//www.heao.gov.cn）查询。音乐、体育类专业在考
试现场告知考生成绩，考生如要求复核，应在考试现场提出申请。
考生文化成绩随普通高考成绩同时（6月 25日零时）通过河南省
招生办公室网站向社会公布。③7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作为花生种植
第一大省，优质花生是我省实现农业结构
调整发展“四优四化”的重点对象之一。
眼下即将进入花生播种季节，如何从源头
优化花生种植结构？4月10日，省农科院
公布了我省花生播种技术指导性意见，为
促进优质花生健康稳定发展指明路径。

“今年我省花生生产要紧紧围绕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坚持以
绿色发展为导向，加快推进花生产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中国工程院院士、
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告诉记者，为实现优
质花生的区域化生产，今年我省将着力打
造两大优质花生产业基地。具体来说，就
是在沿黄及黄河故道大果花生产区优先
种植优质油用型高油、高油酸花生新品
种，在豫南、豫西小果花生产区优先种植
优质食用、加工型高油、高油酸花生新品
种。

优化种植结构，需要根据各地区气候
条件和种植习惯，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和

机械化生产。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省农科院董文召研究员表示，我省
要充分利用花生耐旱耐瘠的优势，适度增
加浅山丘陵、黄河故道等土壤较为贫瘠地
区的一年一熟春播花生种植面积。在积

温较高、耕地质量较好的一年两熟制花生
产区，可将麦套花生调整为麦后直播花
生，通过改用早熟品种或起垄覆膜、液态
膜及单粒精播等措施，提高花生单产和生
产效率。同时，充分利用玉米、西瓜、林果

等多种茬口，间作套种花生，提高种植综
合效益。

提高花生品质的关键，在于科学选用
品种。我省农作物育种居国内领先水平，
已培育出“豫花”“远杂”“开农”等系列高
油、高油酸花生新品种20余个。其中，适
宜大果花生区种植的“豫花9326”是通过
国家鉴定和我省审定的优质油用型花生
新品种，脂肪含量达56.67%，超过迄今为
止获得国家成果奖励的所有大果品种；适
宜小果花生区的“豫花37号”是利用分子
标记技术培育的高油酸花生新品种，油酸
含量达到77.5%，为国内第一个通过审定
的珍珠豆型高油酸品种。

对于春播期间的田间管理，专家建
议：提倡科学施肥，原则上应以农家肥为
主，化肥为辅，有条件的地方应采用测土
配方施肥；重视精细整地、适时深耕翻，促
进花生根系生长发育，提高播种质量；夏
播花生生育期短，应充分发挥群体的增产
作用，适当加大播种量。②40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11日，记者从郑州市影协获悉，由
中国电影家协会、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联主办的戊戌年第四
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网络人气作品评选揭晓，由北京报
送的微电影《大漠巾帼情》以63011票的高票数夺冠，从36部作品
中脱颖而出夺得本届大赛的“最佳网络人气作品”。

微电影《大漠巾帼情》以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
为故事原型，讲述了治沙连的姑娘们40多年来坚持治沙造林的感
人事迹，讴歌了治沙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通过精准的视
觉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本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网络人气作品投票于今年3
月 30日启动，截至4月 10日 20:00历时 12天，有近20万名网友
参与互动。投票过程充满戏剧性，数部极具人气的作品得票数量
交替上升。来自广东的《大同》、云南的《杜鹃花红》、湖北的《重
逢》、辽宁的《传承·孝为先：新时代二十四孝》都曾遥遥领先，最终
《大漠巾帼情》以明显优势的票数夺冠。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10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为推动“互联网+ETC”的融合，河南ETC发行单位中原通联合微
信开发了ETC生活小程序。如今只需打开微信，通过“发现—小
程序”搜索“ETC生活”，在线上传资料，即可快速完成申请，提交
订单后有合作物流派送并上门安装。

据介绍，ETC生活小程序支持3种发行方式。一种免费方式，
用户在线提交预约信息，银行收到信息联系用户免费办理，同时还
有通行费折上折优惠。两种付费方式，用户可选择“ETC+微信记
账卡”“ETC+储值卡”两种方式，其中“ETC+微信记账卡”支持先
通行后付费，通行费则从绑定的微信账户扣取；“ETC+储值卡”需
要先充值后通行，余额不足时只能通行人工收费车道。

办理“ETC+微信记账卡”的用户，高速通行费扣取方式更加
灵活，可从用户绑定的微信账户（零钱余额、信用卡和储蓄卡）扣
除，免除现金充值、缴纳排队、找零环节，节约时间。③6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在许昌，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
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楚金甫、朱献福、乔秋
生、尚学岭……个个在业界声名赫赫，成为
支撑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宝贵财富。

许昌市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既有自身
筚路蓝缕的艰辛和非凡勇气，更得益于当
地党委政府的扶持与引领。培养造就一
批杰出的企业家，让企业家成为民间投资
的“领航者”，是许昌市民营经济风生水
起，民间投资活力迸发的重要“密码”。

创造发展传奇

没有石墨，却成为世界最大的人造金
刚石生产基地；没有石英和黏土，却成为中
国中部卫浴产业基地；不产一两金属，却成
为闻名全国的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基地……

有人说，“许昌的民营企业家，只有想
不到，没有做不到”。就是凭着这种劲头，
他们一次次成为“吃螃蟹”的人，在“闯”和

“试”中创造了“无中生有”的传奇。
黄河集团在乔金岭、乔秋生两代创业

者精心经营下，从一个小编织袋厂跃升为
全球金刚石企业前三强，去年营业收入突
破200亿元；西继迅达公司创始人刘金忠，
将一个租赁厂房的“小不点”企业，一步步发
展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电梯生产企业。

4月10日，在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少林给记者讲述了企业的蝶变之
路。凭着诚信、智慧与坚持，当初的30元
启动资金，如今已经裂变成10亿多元的销
售收入；那家简陋狭小的门市部，已经脱胎
换骨成为全国最大的农机具研发、制造和
销售企业。

2016年，因攻克秸秆还田重大技术
难题，刘少林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成为获奖的唯一一位农民企业家。

做大做强主业

作为许昌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森源集团
多年来能连续保持30%以上的增速，与集
团董事局主席楚金甫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主
业、做强实体经济息息相关。在公司20多
年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先后研制出了三代钣
金柔性智能加工系统，实现了智能电网中

低压配电设备从订货、设计、加工、配送、检
测、运送至发货完整的数字化制造过程。

金汇集团董事长尚学岭，是大周镇废
旧金属回收加工产业发展的见证者之一。
如今，金汇集团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不
锈钢加工企业。去年，公司投资近 10亿
元，引进了两条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都与
公司主业不锈钢加工和回收利用相关。

据统计，许昌市装备制造业投资占全
市投资的比重达到55%以上，新增规模以
上装备制造业企业几乎全为民营企业。

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说：“许昌市鼓励
民营企业把绝大部分的资金、最先进的技
术、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主业上，千方百
计把主业做专、做精、做特、做长。”

放手拥抱世界

2016 年 11月底，26家企业共 51名
成员组成的许昌市经贸代表团赴德国考
察访问，德国先进的工业技术让民营企业
家们深受震撼。

许昌远东传动轴公司负责人刘延生
从德国归来后，决心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在他的主导下，远东传动轴制定了“远东
制造2018战略”，引进德国先进技术，投
资 10亿元建设 120条自动化、智能化生
产线。这些项目完成后，远东传动轴将成
为亚洲最大的传动轴生产基地。

像远东传动轴一样，许昌越来越多的
民营企业走上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之路。大森机电公司并购了德
国GTA机械集团，进军欧洲隧道工程市
场；森源集团与德国魏德米勒公司签订战
略协议，在核电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帮助企业家提升眼界，提升其发现机
会、创造价值的能力，是许昌市长期倡导
并始终坚持的一项措施。近年来，该市每
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组织优秀企业
家赴国内著名高校参加专题培训、到发达
国家学习考察。

“从一定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企
业家经济，一个地区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高
低，取决于有没有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
伍。”胡五岳说，“只有培养造就出高素质
的企业家队伍，让优秀企业家精神得以弘
扬并融入发展‘基因’，许昌的民营经济才
能天高地阔，前景无限。”③4

2018年我省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政策公布

考点须与普通高考分设

第四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网
络人气作品出炉

《大漠巾帼情》夺冠

河南车主可在线申请安装ETC

“草根”到“精英”的蝶变传奇
——许昌市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民间投资纪实之三

品种要选对 行情要摸清

农科院专家为花生产业发展支招

4月 9日，襄城县首锋植保专业合作社的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在山头店镇孙庄村的麦田里喷洒农药。为确保小麦优质高产高
效，该县组织16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学习观摩活动，防治小
麦病虫害。⑨3 古国凡 张译方 摄

我省公布花生播种技术指导性意见

着力打造两大优质花生产业基地

●沿黄及黄河故道大果花生产区

●豫南、豫西小果花生产区

1

科学选用品种，提高花生品质2

●应优先选用高油花生豫花9326、远杂9847、豫花47和高油酸
花生开农61、开农176、开农1715等新品种

大果花生区

●应优先选用高油花生远杂9102和高油酸花生豫花37号、豫花
65号等新品种

小果花生区

制图/党瑶

视觉新闻

4月 11日，博爱县月山镇
上庄村村民张莎莎在制作果蔬
“卡通馒头”。今年 3月，张莎
莎选择在家创业，制作小猪、小
羊、企鹅等“卡通馒头”，通过集
市和微信朋友圈进行销售，不
离开家就能赚钱。⑨3 程全
崔璨 摄

“卡通馒头”
巧手致富

实干巧干

专心专注 开放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