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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深秋时节，在叶县田庄乡，田野里随处

可见一片一片的白色塑料大棚或日光温室。

“我们乡每年财政收入不少，大部分钱都

用发展蔬菜生产了，到目前乡党委、乡政府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设的土坯房里办公。”10

月31日，福旺蔬菜大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田庄乡半坡常村党支部书记王福生说。

田庄乡紧邻叶县县城，近年来，随着叶

县盐田的开发建设，处于盐田腹地的田庄乡

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该乡立足区

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种植，而今“田庄模式”

声名在外。

办公用的土坯房几乎全是危房

走进田庄乡机关大门，郁郁葱葱的参天

大树下排列着大多是低矮而又整齐的土坯

房。

“这些办公房舍是1972年建的，外观看

起来是砖瓦房，其实内墙都是泥土，到现在

修修补补已经40多年了，遇到连阴雨，大多

数房子都会漏水。”该乡党政办主任崔合义

说。

“我们的办公用房年代太长，去年年底，

经相关部门鉴定几乎全是危房，建议立即拆

掉重建，但乡党政领导硬是没提建设办公楼

的事，却把大量资金投入到群众发家致富

上。”该乡专职委员王连成说。

财政资金大都用于发展蔬菜产业

“近年来，除了机关干部工资外，乡财政

每年可支配收入200多万元，其中近200万

元都用于发展蔬菜产业等民生事业。”该乡

财政所所长屈俊峰说。

2006年春，叶县组织部分乡、镇长到山

东寿光参观考察现代高效农业。了解到当

地农民通过发展无公害蔬菜走上富裕路，这

让时任田庄乡乡长的刘国平深受震撼：田庄

乡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良好，发展高效

农业得天独厚。

随后，该乡依据乡情制定出了发展蔬菜

产业的长期富民规划。为鼓励农民发展蔬

菜产业，该乡出台优惠政策：建巨型大棚每

亩补贴200元，每座大温室补贴1000元，每

座小温室补贴500元，连片种植30亩蔬菜

每亩补贴200元，达到30亩乡里给免费打

一眼机井，帮助蔬菜种植户修路、架设变压

器等。

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激励政策，激发了群

众的创业热情，巨型大棚、冬暖式日光温室、

小拱棚和露地菜竞相发展。截至目前，该乡

共发展蔬菜专业村19个，无公害蔬菜种植

面积1.6万亩，其中占地30亩以上的巨型大

棚360余座。党员干部蔬菜示范园35个，大

学生村干部创业示范基地5个。

蔬菜种植使菜农收入陡增，平均亩收入

是粮食生产的5倍，仅蔬菜一项，全乡人均纯

收入增加1000元。

践行核心价值观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传递社会正能量

我为我为正能量正能量代言代言

11月1日，超级大乐透第14128期开奖，在突破10亿奖池

的同时，全国共爆出两注1000万元头奖，我省位于许昌市魏都

区北关大街与天宝西路西50米的17422体彩网点中出一注。

据悉，该张彩票是一张“9+6”的复式票，共投入3780元，共中

出一等奖1注、二等奖8注、三等奖26注、四等奖220注、五等

奖640注、六等奖685注，单票累计中奖1198万元，由许昌彩

民杜先生一举囊获。

11月3日上午一大早，笔者在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

奖室见到了中奖彩民杜先生，身为“80后”的杜先生稚嫩帅气

的脸上布满喜悦之色。“虽然已经过去两天了，但我感觉还是像

做梦一样。”一见到笔者，杜先生就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身为一个上班族，杜先生在闲暇之余，总会投注几注超级

大乐透碰碰运气。往常每到大乐透开奖日，杜先生就会在下班

路上的一个体彩网点进行投注，平时也中过一些小奖，每期投

注额也不是很大，这之前最多一次也就是投注100多元。这次

投注之前，杜先生和几个经常购彩的同事交流购彩心得，发现

一个同事经常中大乐透“4+2”，经询问得知这个同事投注都是

复式彩票，而且大多是后区多选几个号。取到真经的杜先生根

据以前的选号经验，在17422网点参照号码走势，大手笔投注

了这张“9+6”的复式彩票，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搏中一等奖，连

同其他小奖一起共囊获奖金1198万元！

谈及中奖后的打算，杜先生说：“我虽然是一个‘80后’，但

我知道永远不能坐吃山空。我现在还没有具体打算，主要想搞

些小规模的投资创业，在自己受益的同时，造福社会吧。目前

我中奖的消息还没告诉家人，怕他们精神上太激动影响身体。

我是想等过一段想好了投资方向，再告诉家人。”

据了解，超级大乐透目前奖池已达 10.43 亿元，心动就赶

紧行动吧，也许下一个中取大奖的幸运者就是你！

得劲，超级大乐透奖池首破10亿
霸气，许昌帅小伙豪中超级大乐透1198万元！

体彩又造就一位千万富翁！11月3日，超级大乐透第

14129期开奖，唯一一注头奖花落湖南湘潭，单注奖金1000万

元。可惜该大奖得主未采取追加投注，损失600万元追加奖

金。第14129期开奖过后，奖池金滚存至10.43亿元，创造大

乐透奖池最高纪录的同时，也让10.2亿元的中国彩市最高奖池

纪录作古。

第14129期开奖号码为：前区“07、22、28、30、32、”，后区

“05、06”。前区号码奇偶比为1比4，偶号占主导地位，从大小

号看，以中大号码为主，“0”路号码仅开出一枚，“1”字头号码空

缺，“2”字头及“3”字头号码各开两位；后区开出“05”、“06”两

连码。

数据显示，第14129期唯一一注头奖出自湖南湘潭07431

体彩网点，该彩民仅用一注两元的单式票即击中千万头奖。稍

有遗憾的是这位幸运儿没能采用大乐透独有的“＋1”元追加投

注，错过600万元的追加奖金。

自今年5月更改规则以来，大乐透踏着纪录铿锵前行，产

生的千万巨奖占据中国彩市千万巨奖的70%，在频频送出千万

巨奖的同时，大乐透奖池金一路高歌，破6亿、进7亿、上8亿、

迈9亿，最终打入10亿大关！

值得一提的是，大乐透奖池每一项纪录似乎都不会持续太

长时间。依托彩民的热情，纪录正快速更新。以大乐透最近5

期开奖为例，奖池纪录不断在刷新，最终使超级大乐透成为国

内彩票玩法之中奖池最高的彩种：10月25日，大乐透第14125

期开奖后，奖池金达到9.41亿，刷新今年7月末诞生的9.29亿

的最高峰值；第14126期开奖后，奖池增至9.73亿，再次刷新纪

录；两天后，第14127期开奖，奖池金达到9.80亿；随后的第

14128期，大乐透奖池首破10亿大关；当人们还未从10亿奖池

的轰动中完全走出时，大乐透再送一枚礼炮——第14129期开

奖后，大乐透奖池又有了重大突破，飙涨至10.43亿元，不仅再次

超越自己，且刷新了中国彩市10.2亿元的最高纪录。（丰佳佳）

超级大乐透又造千万富翁 奖池10.43亿创新纪录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2014

中国名村美百佳榜”11月2日在漯

河第十四届全国“村长”论坛上正

式发布，我省共有6个村上榜。它

们分别是：位列第24，以“红色符

号 精神宝库”入选的临颍县南街

村；位列第30，以“强工强农 亦商

亦旅”入选的新乡县京华村；位列

第46，以“公社犹新 集体惟强”入

选的新乡县刘庄村；位列第48，以

“产城新标 美丽缩影”入选的漯河

市源汇区干河陈村；位列第72，以

“精品郝茶 醉美古村”入选的信阳

市平桥区郝塘村；位列第82，以“公

园村庄鲜花生活”入选的郑州市上

街区聂寨村。

“2014中国名村美佳榜”由中

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中国名村影响

力研究评价课题组、中国农村博物

馆研究院、全国村志收藏馆主持，

中国国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参与

合作研究评价。该榜的入选村庄，

都是按照评价规程，从村庄“时代

风采美、文化底蕴美、乡村景观美、

生态文明美、发展面貌美、民生生

活美”，特别是“望得见山水、记得

住乡愁”，具有相当代表性和口碑

美誉力的各地名村中评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

的承办方，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

在探索旧村改造的过程中，从无到

有，就地实现城镇化，以干河陈村

区域为中心打造出国家4A级景

区，建设成了河南省级特色商业

区，形成了第三产业集群化联动发

展的新局面，成为漯河市一张靓丽

的名片，这也是干河陈村此次入选

的内因所在。

“谢谢你！下车时你还特意提醒俺，可

俺还是把包落下了。你真是一个好心人

啊！都不知道咋报答你了……”10月22

日，在项城市运管处出租办公室出现了这

样一幕：三店镇阎楼村73岁老人拿到丢失

的价值1.8万元的财物，喜极而泣，感激得

要向女司机付秀莲下跪。

老人的女儿阎如执意要塞给付秀莲

1000元钱表示感谢，被她拒绝了。“这是俺

该做的！谁丢钱都会着急的，老大娘今后

出门要当心啊！”付秀莲说。

当日上午10点多，项城市出租车司机

付秀莲在加气站排队加气，趁着等待的空

闲时间擦洗车身，突然发现车后门夹了一

个米黄色的女士挎包，这会是谁丢下的

呢？仔细一想，9点20分左右，从市老工疗

医院门口拉着老两口到怡鑫园小区，应该

是他们的，可如果是他们的，怎么没有打电

话呢？她打开包一看，有几沓百元大钞，却

没有手机。

失主丢了这么多钱，一定很着急。她

没有多想，立即打电话给她所在的大拇指

爱心车队队长马高伟。马高伟说：“我现在

拉乘客下乡了，你给出租办联系，赶紧把财

物上交到出租办吧！我现在在咱们电台喊

话，以便失主能尽快找到！”

付秀莲将拾到的财物上交到出租办

后，经工作人员登记后发现，包内放的除

有5610元人民币以外，还有老年证、银

行卡等，在包的内层放有金手镯、金项链

等贵重物品，钱物加起来约有1.8万元。

登记完不久，一位老人在两个年轻女性

的陪伴下来到了出租办，经确认是老人

的财物。

原来，老人来市里看病，担心农村老

家没人，自己的金银首饰放家里不安全，

就将首饰和看病的钱一起随身带过来。

谁料，孩子工作忙，陪老人看完病后在门

口拦了一辆车，先付了钱，安排老人坐上

车后，就去上班了。老人手中拿的东西很

多，又对市区情况不熟，竟在下车时落下

了皮包。等到家后发现时，已过去1个多

小时了，老人就赶快联系孩子，一起坐出

租车心急火燎地找寻。殊不知，当她们坐

上车后，乘客落下包的消息已在大拇指车

队的电台反复播报了多次，这样阎如和母

亲才顺利到出租办领取了失物，这才出现

了开头的一幕。

据了解，付秀莲和她的丈夫都是大拇

指爱心车队的队员，家庭并不算富裕，生活

过得十分简朴。在大拇指爱心车队，不仅

是他们，所有的队员捡到了乘客物品都会

通过电台互通信息，将物品及时上交、送

还，还不定期为老弱病残等贫困群体捐款，

奉献爱心。

英语演讲、上机测试、情景剧

展示……学校赛场内学生充分展

示自己的能力和风采。11月3～4

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省职业技术

教育教学研究室承办，河南省外贸

学校协办的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素质能力大赛（实用英语类）

竞赛在省外贸学校正式开赛。

河南省外贸学校石国华校长表

示，作为一所为中原乃至全国各地输

送涉外商务人才的学校，英语水平是

今后学生就业能力、综合素质的体

现。这次比赛展示了学生的才华、为

广大师生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全面

展示了学生的精神面貌、技艺水平、职

业修养，塑造了他们良好的个人形象。

据悉，河南省外贸学校在校生

规模5000多人，专业41个，涉及

外贸业务、商务英语、涉外财会、外

经、内贸、物流等多个领域，建校以

来，累计为我省乃至全国商务事业

输送优秀人才近3万人。

本报讯 近年来，永城市龙岗镇党委、镇

政府在统战工作中，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工

作的发展。在落实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

结、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镇统战部门定期对全镇宗教场所认

真普查，规范了宗教传教秩序，净化了宗教

传教环境。在信教群众中大力宣传国家的

法律法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信教群

众遵纪守法的思想意识和爱国热情。

该镇认真做好党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培训

工作，制定培训工作目标，建立党外后备干部

队伍，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大力宣传和表彰

先进典型，使各项民族政策得到落实。

该镇充分利用工商联会员基础较好的

优势，开展民营企业帮村、工商联会员帮户

活动，使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 （郑中华）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中原三农网记

者孙智）近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生态文明

论坛年会上，周口市农民党永富当选中国

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

本次年会在成都开幕并举行高峰论

坛，以“生态文明·创新驱动”为主题，深入

研讨生态环境挑战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路径与制度选择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

题。

党永富坚持20多年的土壤污染治理

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在除草剂副作用防控

和化肥、农药污染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

国家专利，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他告诉记者：“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成都年会上，我能够当选中国生态文明研

究与促进会理事，说明国家对土壤污染治

理领域、对粮食和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

我将以这次当选为契机，更加努力地研究、

研发出新的科技成果，让中国的除草剂副

作用防控和化肥、农药污染治理技术走向

世界。”

10月31日，台前县为重点项目单位和规模

以上企业举办高学历人才对接洽谈会，吸引了

200多名高学历人才前来应聘。目前，全国各地

在台前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各类高学历专业技术

人才就达300余名，为该县注入了生机和活

力。 王广昌李景伟摄

叶县
田庄乡乡党委乡政府土坯房里办公40多年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娄毅屈小昆王梦琪

永城市龙岗镇

扎实推进统战工作

项城出租车司机付秀莲

拾到近两万元财物及时归还失主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朱宁宁

周口农民党永富

当选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

“2014中国名村美百佳榜”出炉
我省南街、京华、刘庄、干河陈、郝塘、聂寨

6个村上榜

我省中职学生素质能力如何？
比比看！

□本报记者田明文/图

学校机房内，参加竞赛的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进行职业英语在线测试。

办公用房几乎全是危房，却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蔬菜生产

11月4日，开封新区城西办事处康乐社区请来医疗专家给辖区居民进行义诊，向居民传授冬季疾病预防和保健知识，深受

居民欢迎。 李俊生摄

开封城西办事处专家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 通讯员何京辉
周鉴）“想不到，俺村向县远程办反映的‘急

需怀菊花采摘加工技术’问题一上网，县里

这么快就给俺派来了专家。”11月3日，武

陟县老崔庄村党支书陈百明高兴地说。

当天，该县远程办的“远教直通车”

开进了大封镇老崔庄村怀菊花种植基

地，村里的种植户们像赶集一样拥了过

来。此次“远教直通车”科技服务活动，

共来了三位科研单位的专家，他们讲授

的正是农户们急需的怀菊花采摘和脱水

烘干技术。

据介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该县创新推出了“问题台账”挂

单销号制，党员干部的整改清单被分类整

理后，通过武陟党建网、政府网以及各单位

党务政务栏公示出来，公开接受全社会监

督。

武陟县 推行“问题台账”挂单销号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