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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 救孤 济源彩民喜中福彩3D大奖20注

11月 1日，福彩 3D第 2018298期开奖，
开奖号码“111”。济源一彩民凭借20倍的直
选投注，斩获3D大奖 2万余元！实在是高手
中的高手，令人羡慕。

11月 5日上午，幸运的中奖者赵先生来
到济源市募捐办兑取了奖金。我们可以看到
该彩民在中奖当天打出的彩票上，直接对

“111”单选倍投 20倍，花费 40元，一举中得
万元大奖。

据了解，赵先生 50多岁，是一位铁杆彩
民，买彩票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平
常无事就会研究号码走势。他非常的自信，
看好的号码都是加倍投注。这次“111”这样
的三同号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可赵先生依
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倍投，终揽获 20倍
大奖。

“平时我买彩票主要是为了给生活增添
一点乐趣，能中奖最好，不中奖也能做慈善，
挺好的。”赵先生表示以后会继续自己的坚
持，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彩公益事业，为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尽自己的一分绵薄之力。

“3D玩法很简单，也是最具规律性的一
种彩票，只要肯花心思，很容易就能享受到中
奖的乐趣。”正是这样的心态让赵先生在 3D
游戏上游刃有余，所以这次中得大奖他也显
得淡定自若、波澜不惊。

在此,济源募捐办的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彩民,倍投虽好,出手仍需谨慎。一定要根据
自身的经济情况选择投注方式,切忌盲目追
求丰厚的奖金而加大投注倍数,造成经济上
的压力。正确的投注方式则是摆正心态,从
而理性购彩,健康购彩。 （济源福彩）

在医学院校生理学教学中，教师
常手拿着标本授课，可有办法让老师
在授课过程中轻松地对标本进行全
方位展示？日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学生受旋转小火锅桌面转动的
启发，发明了一种生理学样品展示装
置，该装置正好可以让标本自动转起
来，重点展示的地方还可用不同灯光
进行提示，省时省力又有效。这种

“生理学样品展示装置”的发明在刚
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

“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中，荣获大赛一等奖。

据悉，第十三届全国高等职业院
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10月 21日在山东省济宁市落下帷
幕，全国共有 101所院校 780件发明
入围决赛。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漯
河医专共有 19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作品脱颖而出，获奖数量位居全国
同类高校第一名。 (卫永强)

漯河医专19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奖

数量居全国同类高校第一
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今年来，郑州南阳新村街道紧紧

围绕工作大局，积极抓好统战各项工作的落实，全面提升统战工作的质
量和水平。

一是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队伍建设，加强街道统战干事和各社区
统战工作联络员的相关政策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二是加强统战工作
宣传力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增强统一战线的影响力，营造良好的统
战工作氛围。三是加强与统战对象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增进统战工作
凝聚力。 (南阳新村街道)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实施以来，郑州金水区人社局应声
而动，把学习宣传《条例》作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
内容，在全局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条例》的热潮。

一、提高认识、强化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充分认识《条例》修订是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治本之举。

二、周密安排，压实责任，稳步推进。领导干部带头学，以上率下，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真正把《条例》刻在心上，握在手中，做到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

三、强化监督检查，确保落到实处。按照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要求，
强化刚性约束，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马丽萍)

多举措做好统战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新《条例》

胡日新:赤胆忠心的革命者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记者 石可欣

10 月 31日，息县一家民营企业
的负责人周振全向记者讲述了胡日
新和他爷爷等人组织策划周荒坡暴
动的历史经过。胡日新曾经为了隐
藏身份在周家当长工，讲起他的故
事，周振全不禁湿了眼眶。

胡日新，本名胡克纯，1901年出
生于河南省罗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
1920年夏，胡日新参与创办“罗山青
年学社”，开展进步活动，1922年后，
担任学社农民部负责人。

1924 年秋，胡日新休学回到罗
山县参加“红枪会”，为减轻劳苦大众
租税负担而斗争。罗山县城头号豪
绅方少尧勾结官府，将胡日新逮捕入
狱，判为死刑。在狱中，胡日新努力
宣传革命思想，紧紧地将难友团结在
一起。1925年春节，他同6名难友用
铁镣打倒守门狱卒，翻越城墙逃走。
在当地红枪会的帮助下，他通过同学
的资助奔赴上海，在“三友实业社”当
工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5 月，为配合北伐军作
战，中共中央组织派出了大批骨干前

往铁路沿线鄂豫边界进行宣传和策
援工作。胡日新被派回河南罗山，以

“河南战地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在
罗山九里关、信阳当谷山一带，建立
了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
1927年 3月，农民运动讲习所迁至武
汉，胡日新作为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到武汉农讲所学习，并担任
河南籍学生大队队长。结束后，被派
回罗山，任河南省战区农民运动委员
会特派员、罗山工作组组长，指导罗
山大力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掀起农运高潮。

大革命失败后，胡日新继续以枪
会形式，组织农民武装坚持在罗山活
动。1928年 2月，中共南五县特委在
潢川成立，胡日新调任特委委员。同
年 3月他参加领导了特委在潢川、商
城、固始三县边界发动的大荒坡起
义。由于条件不成熟，起义失败，他在
混战中奋力突围脱险。同年 4月，特
委恢复重建，5月，根据特委的部署，
胡日新前往息县，代表特委帮助改组
息县特支，兼任特支军事指导员，制定
起义计划，成功地发动了周荒坡起
义。之后，他在新蔡、息县边区开展游
击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开创了以周荒
坡为中心的息县东北红色区域。同年
9月，国民党军对新息游击区大肆“清
剿”，胡日新在率领游击武装转战途中
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28岁。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11月 7日，一
声开工令下，青海—河南±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工程（以下简称“青海—河南
工程”）拉开建设序幕。

青海—河南工程起于青海省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止于河南省驻马
店市上蔡县，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
南 4 省，线路全长 1587 千米，总投资
226亿元，其中河南境内投资75亿元，
计划2020年建成投运。

青海—河南工程完全靠清洁能源
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是全国乃至
全世界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
建设的特高压通道。该工程的建设，
是包括我省在内的有关各方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思想的
具体举措。

青海清洁能源丰富且开发潜力大，
根据规划，2020年青海光伏、风电装机
盈余约2000万千瓦。河南则是人口大
省、用电大省，从今年度夏情况看，我省
电力供需已呈现“紧平衡”态势，预计
2020年河南全社会用电量 4000亿千

瓦时，电力缺口将超过500万千瓦。
“青海和河南，对应着工程的送端

和受端。一边要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
优势，一边迫切渴望能源支持。”国家
电网公司有关负责人说，青海—河南
工程将构筑起“西电东送”的“高速
路”，实现青海清洁能源基地电能直送

中部地区负荷中心，更大范围优化清
洁能源配置。

引入青海清洁能源，在保障全省
特别是豫南地区电力安全供应的基础
上，还为实现河南 2020年煤炭消费占
比下降到 70%以下、非化石能源消费
占比达 7%以上的转型目标提供坚强

支撑。据测算，青海—河南工程达产
后，每年输送清洁电量约 400 亿千瓦
时，相当于替代受端原煤 1800 万吨，
减排烟尘1.4万吨、二氧化硫9万吨、氮
氧化物9.4万吨、二氧化碳2960万吨。

特高压电网投资大，中长期经济
效益显著，可有力带动电源、电工装
备、用能设备等上下游产业。以青海
—河南工程为例，配套电源超过 2300
万千瓦，将增加输变电装备制造业产
值约 148 亿元，直接带动电源等相关
产业投资超过 2000亿元，可增加就业
岗位7000多个。

目前，我省拥有“一交一直”特高
压落点。“十三五”期间，除了青海—河
南工程，我省还将配套建设 1000千伏
驻马店特高压交流变电站、1000千伏
驻马店—武汉特高压交流工程等一系
列工程。2020年有关工程投运后，我
省将拥有“两交两直”落点，形成“H”形
特高压交流网架，推动河南主网架由
500千伏向特高压战略升级，外电入豫
能力将由 1300万千瓦提升到 2000万
千瓦以上。③8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11月 5日，在许昌市中德合作产
业园晟丰公司的六连轨智能生产线
上，看不到工人忙碌的身影，只有机械
臂在不知疲倦地来回精准作业，从上
料、轧制到成型，全都由电脑智能控制。

“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德国西门子
TDC智能化轧钢系统和德国西马克
公司技术，是全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不锈钢冷轧生产线，每月产能 3 万
吨。”晟丰公司总经理庞国伟说，“以
前需要 100多人流水作业，现在两三
个人进行电脑操控就能轻松完成。”

对外开放合作，承接产业转移，
让许昌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今年3
月，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由工
信部批复设立，这是全国第八个、全
省第一个获批的中德中小企业合作
区。

2016年以来，德国克莱斯公司等
20余家知名企业先后30多次来许考
察，一大批德国企业和先进技术落户

许昌，成为许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
化剂”。

最近通车的全球最长跨海大
桥——港珠澳大桥上，近万套电缆桥
架和开关类支架呵护着大桥内部的电
缆。这些产品出自许昌市大森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赵晓东说，
在对德合作中，大森机电并购了德国
GTA 公司，正是这家德国公司的技
术，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功中标，
在“中国第一桥”上闪耀“许昌元素”。

截至目前，许昌市陆续推进落实
的对德合作项目达 55个，其中大森
机电公司并购德国 GTA 公司项目、
晟丰科技公司不锈钢冷轧项目等 16
个项目先后落地，实现了“德国质量”
与“许昌速度”的完美对接。

“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为
许昌市承接产业转移，引进先进技
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提供了重
要载体，为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提供
了新引擎、新动力。”许昌市委书记、
市长胡五岳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 月 7
日晚，145件（组）河南出土的珍贵文
物，带着展示华夏历史文明魅力的
重任，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装箱，顺利
启航赴卢森堡展出。据悉，这是河
南文物首次赴卢森堡展出，开启文
物外交新篇章。

2017 年 5 月，河南省文物局与
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签署
合作协议，双方在文物展览、博物馆
管理及其他文化遗产领域开展合
作。随后，河南省文物局开始筹办

“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
展”，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9年 4月 28日在卢森堡国家历史
与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

此次我省文物部门遴选了河南
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
阳博物馆、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南阳

市博物馆、济源市博物馆、永城市博
物馆等 7 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
145 件 (组)，其中一级品 29 件 (组)，
时代上自夏商，下迄宋金，时间跨越
3000多年。器物类别包括青铜器、
陶瓷器、金银器以及玉器等，重要的
展品包括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
的青铜器及陶器，安阳殷墟出土的
商代“妇好”方斝，三门峡虢国墓
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器，新郑郑
国祭祀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
礼器——九鼎八簋九鬲，淅川下寺
春秋楚墓群出土的垂鳞纹青铜升鼎
及青铜神兽，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
墓出土的金镂玉衣及车马器，以及
河南各地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陶
俑以及南北朝至宋金时期的金银
器、三彩器及陶瓷器等。展览以实
物展示和图版辅助的形式，从“帝国

形成”和“匠作技艺”两部分讲述中
原故事。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2014 年 河 南
航投携手卢森堡货航，开通了郑州
至卢森堡货运航线，架起了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据悉，
这批文物将通过这条“空中丝绸之
路”由卢森堡货航的 747F 飞机直
接运抵卢森堡芬德尔机场，再转至
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布
展。

当天下午，特地赶来参加“华夏
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新
闻发布会的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
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将
成为中卢友谊的又一个里程碑。
2019年，卢森堡罗马文物珍宝展也
将来到河南，相信中国与卢森堡的
文化交流会越来越密切。”③6

世界首条清洁能源专用通道开工

青海清洁电将直送中原

我省文物精品首赴卢森堡展出
145件（组）珍宝向“千堡之国”讲述河南故事

“德国质量”与“许昌速度”完美对接

许昌开放合作彰显“国际范儿”

11 月 7 日 ，立
冬。光山县孙铁铺
镇郑堂村辉腾农业
专业合作社社员在
管理大棚草莓。今
年，该合作社种植的
法兰地草莓、牛奶草
莓等，每亩可收益
1.2 万元，有效带动
群 众 实 现 增 收 致
富。⑨3 谢万柏 摄

立冬日
忙农事

青海—河南工程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起

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 4省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止

线路全长1587千米，计划2020年建成投运

据测算，青海—河南工程达产后

每年输送清洁电量约400亿千瓦时

◎相当于替代受端原煤1800万吨
◎减排烟尘1.4万吨、二氧化硫9万吨、
氮氧化物9.4万吨、二氧化碳2960万吨

青海—河南工程将构筑起
“西电东送”的“高速路”

实现青海清洁能源基地电能

直送中部地区负荷中心

制图/党瑶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1 月 6
日，记者从省供销社获悉，全省供销
系统将力争通过 3年的努力，托管土
地 2000 万~3000 万亩，占全省耕地
总面积的1/4左右。

近几年，我省供销系统以土地托
管为载体，强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建设，为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综合配套、便
捷高效的生产服务。全系统加大土
地托管(流转)服务推广力度，积极创
新服务供给，完善提升现代流通服务
网络，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层次和水平
稳步提升。截至今年 9月底，全省供
销社已托管土地 760万亩，超过全省
总托管面积的1/10。

上蔡县供销合作社按照“供销主
导、合作社参与、农民受益”原则，立足
生产资料服务优势，成立东洪、东岸、大
路李、朱里等4个为农服务中心，通过
土地托管整合种植、农机专业合作社，
提供从种到收一体化托管服务，实现

“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的
发展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供销
系统自建的为农服务中心近200个。

为了更快速地开展土地托管，创
新农业生产服务，目前，省供销社已
拟定标准化为农服务中心建设方案，
正在全省调研选定试点。2018 年，
将建设 15个规范化、高标准，设施更
完善、功能更齐备的为农服务中心试
点，待试点成熟后再全面铺开。③8

我省供销系统确立“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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