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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国网确山县供电公司三里河供电所

秀山村“户表工程”改造现场，工作人员正严格按照

标准化操作要求，做好户表工程施工收尾工作。至

目前，该公司累计更换智能电表166516块，已完成

今年工作任务。

面对户表工程施工量较大、时间紧等困难，确山

县供电公司全过程管控安全，提升户表改造速度和

质量。一是抓好改造前准备工作，促进施工过程顺

利开展。每个户表工程勘测完后，公司召开“户表

工程通气会”，由项目负责人汇报勘测中存在的施

工难度、危险点，并进行分析，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

决遇到的困难。二是抓好工程施工过程管控，促进

工程安全管理。包括图纸审核、数据测量、施工工

艺、倒排工期。设立专人管理工程物资，从而保证

了工程顺利安全施工和工程质量。三是抓好工程

质量验收，促进工程规范化。建立施工质量跟踪档

案和详细工程验收管理办法，除由项目负责人监管

工程质量外，还不定期抽查各项工程的施工质量和

施工工艺，真正做到质量验收双到位，确保检查无

死角、整改无遗漏。四是抓好问责制度，促进工程

出精品。对于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违章实行问责考核

机制，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真正做到事事

有人问，事事有人管，事事有人担。公司上下全力以

赴，确保做完一个工程出一个精品。

（张继成夏拥丽）

本报讯 （通讯员虞静 钱洪波 记者尹小

剑）隆冬时节，记者走进新县泗店乡果园家庭

农场的草莓大棚，水灵、鲜红的草莓映入眼帘，

一群群辛勤的小蜜蜂穿梭于绿叶白花之间授

粉、采蜜，大棚内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生态种植是我的主打招牌，采用蜜蜂授

粉、有机肥培育、滴灌浇水、电能补光控温。标

准化生产的草莓果型好、甜度高，一斤能卖到

40～60元，过来采摘的人络绎不绝。”果园家庭

农场主戴俊说。

在新县，像戴俊这样受益于生态标准化生

产的农场主还有很多。近年来，随着红绿旅

游、乡村旅游日渐火热，与新县健康发展理念

高度契合的生态休闲观光农业迅猛发展，绿康

源生态园、茅屋冲家庭农场、董店草莓园等一

大批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

来。至目前，全县培育各类家庭农场110多家，

生态农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生态农业，该县先后出

台《新县生态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与《关于加快

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每年拿出1000万元资

金对特色农业大户进行奖补。同时，借助省农

科院定点帮扶机会，先后在泗店蔬菜农民专业

合作社、绿康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地实施

果蔬安全高效生产技术示范项目，在吴陈河孔

家菜园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地实施特色农

业标准化生产示范项目，带动生态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刘

俊洋 赵笑晨）12月26日，记者从漯

河市财政局获悉，目前，全市2016年

总投资3188.91万元的166个“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已经全部完工。

其中，村内道路项目136个，村内小

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15个，村

容村貌整治项目8个，村内公共活动

场所7个，受益人数32.7万人。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公益事业建

设，解决农村农民实际需求，漯河市

各级财政、农村综合改革部门以“把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为工作目标，通

过科学选定项目，足额安排资金，完

善管理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狠抓“一

事一议”项目实施，积极推进全市村

级公益事业建设。

截至目前，全市共新修农村村内

道路104.21千米，新建垃圾收集点

10个、村内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83个，新修村内水渠1.34千米，安装

路灯202盏，绿化植树2982株，新建

绿地花池3000平方米，新建村内公

共活动场所19872平方米，项目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进

一步完善，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观。

本报讯（通讯员李娟 记者马丙宇）南

水北调卫辉段沿线绿化带已全部完成；狮豹

头乡罗圈村石灰岩矿山环境治理项目已完

成工作总额的95%；澄心湖景观建设工程已

经开工……近日，记者从卫辉市获悉，该市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紧锣密鼓，连连

告捷。

据介绍，按照“十三五”总体规划，卫辉

市将围绕建设“生态卫辉”的理念，启动“三

年城市生态建设”，实施“三带、两湖、一片

区、六大工程”，谋划实施项目114个，总投

资150.5亿元，力争2018年建成省级生态

市，倾力打造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生

态卫辉”。

“三带”即西部太行山生态休闲旅游带，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卫辉段）沿线绿化带，卫

共两河河堤绿色生态长廊建设带；“两湖”指

城区南部的澄心湖和围绕卫辉古城的护城

河水系，欲将其开发成为“河通、水清、岸美、

生态”的水上游览自然景观；“一区”指被护

城河环绕的卫辉古城片区，欲打造中原水城

休闲诞生地，大明王府文化策源地，区域情

调人群聚集地和格调度假产品产生地；“六

大工程”为太行山区矿山生态恢复工程，营

造蓝天工程和碧水工程，大力做好新能源开

发利用和科技创新、廊道绿化和美丽乡村建

设等六大惠民工程。

2015年，该市采石场、碎石场等污染严

重的涉尘企业全部停产，拆迁取缔违法涉尘

企业、各类散料堆场109家，拆除燃煤小锅

炉10台，淘汰黄标车1312辆。同时，全力

推进水污染治理，封堵污水排放口15个，铺

设产业集聚区污水管网16.8公里，完成后河

专业园区污水临时过河引渡工程，污水处理

率进一步提高，卫河、共产主义渠出境断面

水质大幅好转。

为配合生态工程建设的实施，该市今年

投资3700万元的污水管网建成，大大提高

了集聚区污水排放能力。升级改造的清泉

污水处理厂今年已经竣工。卫辉市产业集

聚区排放水体已经达到地面五类水标准，排

放标准在全省180多家产业集聚区中处于

领先地位。

截至目前，卫辉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6个，新开工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46

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31个，实现了招商

引资与项目建设工作新的突破。

卫辉市委书记、市长梁常运表示，加强

生态环境整治促进了卫辉经济发展，招商引

资工作连续多年居新乡市首位。目前在该

市投资的上市企业已达15家，其中世界

500强5家、国内500强3家、行业龙头3家。

本报讯（通讯员范谡进 记者冯

刘克）日前，《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

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通过评

审，作为河南省传统村落和河南省第

七批文物保护单位，海上桥村清代传

统民居将受到保护和传承。

海上桥村地处巩义市区东部，大

峪沟镇西北，该村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至今保存着众多的历史文化

遗存，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

建筑、具有传统风貌的民居建筑、传

统街巷、古井、古渠道等，尤其是村内

存在着大面积的清代砖瓦结构民居

建筑群，分四个方向建20个院落，内

有窑洞75孔、楼房42幢80余间，诸

多院落皆为二进式、三进式四合院，

院内配以厢房、跨房、大房及门楼，气

势宏伟，雕梁画栋，工艺超群，古色古

香。按照《规划》，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与村庄行政区域的范围一致，为海上

桥村域全部，面积为4.8平方公里，保

护规划重点集中在海上桥村古村范

围，即海上桥清代传统民居所在区

域。

开封市万隆乡切实践行“四种形态”

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纪委积极深入贯

彻落实“四种形态”，聚焦发力，严查细纠，

着重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采取多种形式预防腐败发生，营造“鼓

干劲，容失误，干好事，敢担当”的环境。

（赵涛）

许昌县 抓铁有痕强党建 筑牢堡垒促

发展

去年以来，许昌县委坚持把基层党建作

为各项工作的统领和核心，通过落实主业主

责，凝聚党建合力；开展“两学一做”，从严管

党治党；用好四项制度，规范乡村治理；发力

基层基础，提升党建水平；强化激励保障，推

动全面进步等一系列工作，聚焦主业、抓实

主责，精准施策、重点突破，推动了全县基层

党建全面进步、全面提升、全面过硬。

（史丽娟杨小亚）

郑州市建设路街道组织观看廉政电教

片《警醒》

郑州市建设路街道按照区纪委要求，积

极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由省、市纪委联合

出品的廉政电教片《警醒》，充分发挥影片的

教育、引导和激励作用。作为“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召开影片观摩座谈

会，并要求撰写观后感等，使党员干部进一

步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党性修养，增强

拒腐防变的能力。 （刘璐）

许昌县 便民服务是抓手 基层党建暖

民心

近年来，许昌县在各乡镇村扎实开展基

层便民服务，为各村（社区）便民服务工作站

配备了饮水机、空调等办公用品、设施，完善

了服务功能；探索建立乡镇便民服务微信公

众号，推进零距离沟通、便捷化服务，提升了

基层便民服务质量。持续抓好矛盾调解化

解，各乡镇（办）建立了“矛盾调解帮忙团”，

村级实行“干部一周一排查”、“党员一帮一

跟踪”等工作模式，着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断强化基层党风

政风监督，推动村级原始账目和票据每月公

开，增加工作透明度，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

（史丽娟杨小亚）

登封市君召派出所“迎冬至、送温暖”

12月19日，登封市君召派出所包村民

警窦新强带领辅警到包村孤寡老人的家中，

帮助老人打扫卫生，还联系乡卫生院对孤寡

老人进行了体检，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

“一上午下来，我们虽然劳累，但收获了

幸福感，老人虽失去了自己的儿女，但我们

不会让他们感到孤独无助。”包村民警说。

登封市君召派出所的民警在“一村一警”活

动开展以来，坚持“下基层，了解民需”，实实

在在为民做实事。

（张芳芳）

本报讯 入冬以来，固始县徐集乡

掀起了以交通扶贫道路建设、渠道整

修、安全饮水工程、大塘开挖为主要内

容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高潮。

该乡制订了《徐集乡2016年冬季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方案》，调整组

建了乡农水建设指挥所。全乡各级各

组织步调一致，思想统一，严格标准，

发扬“宁肯苦干、不愿苦熬”的固始精

神，扎实做好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任务。各村和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密

切配合、抢天夺时，日出动人力500多

人次、机械36台次，按照方案要求和

标准认真做好每一个施工环节。

截至目前，该乡已完成32公里

交通扶贫道路修建，整修渠道60公

里，完成了5个村的安全饮水工程，开

挖万方大塘16口。 （丁昌铭）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宋小涛 盛志

国）“要加快职教发展，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推动职

业教育与产业布局相衔接，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日前，在邓州召开的教育改

革三年行动计划动员会上，该市主管教育的副市

长王彩霞对未来该市职业教育发展勾画出了新蓝

图。

近年来，为创优环境，给职业教育发展打造良

好平台，该市成立了由教育、发改委等10个部门

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打出

职业教育发展“组合拳”。教育部门出台具体规划，

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规模；人社部门建立人才市场，

每年免费为企业和毕业生组织开展“双选”会；教

育、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民办

职业学校发展……2008年以来，邓州市共投入资

金6.77亿元用于职业教育，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目前，该市拥有各级各类职

业学校49所，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

走品牌之路，促内涵发展，是邓州市职业教育

的一大亮点。目前，邓州已成功打造出“邓州护

士”、“邓州数控”、“邓州校油泵”、“邓州幼师”等多

个职教品牌，其中“邓州护士”被省政府列为全省

重点培育的六个职教品牌之一。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邓州市不断探索“校企合

作、顶岗实习”教学模式，目前市职教中心已和邓

州市产业集聚区内的大唐电力质能、爵士浩业等

公司“联姻”，市卫生学校已和市内5家公立医院

“联姻”，南阳幼师已和附属实验幼儿园“联姻”，以

校为厂，以厂为校，边学边训，工学交替，极大提升

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为邓州地方经济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每年该市各类职教毕业生1.2

万余人，38%在当地工厂、企业直接就业，成为业

务上的骨干力量，超过60%的毕业学员构成了劳

务输出大军。至目前，邓州在外从事各类劳务品

牌的务工人员已达40万人，每年为家乡挣回资金

30亿元。同时每年还有2万余名返乡创业人员，

在当地扎根发展。

“今后，这种好的态势还要继续保持下去，我

们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推动邓州全

市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把教育强市作为实现邓

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南阳市委常委、

邓州市委书记吴刚在邓州教育改革三年行动计划

动员会上，对未来该市教育事业发展信心满满。

三年投150亿元改善生态环境卫辉市

新县
奏响生态农业新乐章

巩义市海上桥村

清代传统民居获保护

漯河市

固始县徐集乡

扎实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确山县供电公司

“户表工程”建设告捷

邓州

职业教育铸就经济发展新引擎

“一事一议”奖补项目全部完工

项城市咬子头村 小皮饰撬动大市场
12月27日，项城市王明口镇咬子头村村民在准备赶制订单皮饰品。近年来，该镇积极引导农民加工生产真皮手链、项链、

钥匙扣等皮饰品，在义乌、海宁等国内各大皮革销售基地交易展销，并成功打进日本、韩国等国外市场，全村年销售额可达2亿

元，成为农民快速致富的重要渠道。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洁石摄

体彩顶呱刮新成员“7乐无穷”
火热登陆河南

近日，“顶呱刮”家族又一新成员——“7乐无穷”

火热登陆我省，此票是一款数字类主题即开票，面值

10元，头奖30万元，共有12次中奖机会。

更多中高奖金“诱惑”
不仅头奖奖金30万元极具吸引力，该票更有超

多300元、500元奖级，满足了购彩者对中等奖金的

需求。

票面高贵华丽夺人眼球
“7乐无穷”票面设计高贵华丽、新颖别致，采用

了五种不同的颜色设计风格，黑色为背景色，高贵典

雅，票面上大大的“7”字非常显眼，夺人眼球，能够在

众多彩票中脱颖而出。票面刮开区“摆放”着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宝石”，让整个票面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12次中奖机会趣味性十足
该票共有12次中奖机会，玩法简单有趣，以其

“数字匹配+找中奖符号+翻倍”的玩法设计，让中奖

体验更加畅爽，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

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号

码颜色不限），即中得该号码右方所示的金额；如果

出现黑色的“7”标志，即中得该标志右方所示的金

额；如果出现红色的“7”标志，即中得该标志右方所

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为了给彩民朋友们送去更多欢乐与惊喜，我省

各体彩销售网点都铆足了劲，备好了票，就等您来欢

乐一刮，“7乐无穷”啦！ （河体）

浪漫新年、欢乐跨年。转眼间2017年悄然而至，在这新年

来临之际，体彩顶呱刮官方微信红包火热开“抢”啦！

神马样的跨年活动能“点燃”你的热情？
与家人看跨年晚会！与朋友相聚狂欢……都out了，让体

彩顶呱刮“红包雨”陪您度过一个欢乐新年吧！

值此新年来临之际，体彩顶呱刮为回馈彩民朋友一年来的

支持，以及对体彩顶呱刮的关注，在新年期间开展“抢顶呱刮红

包，中华为P9plus手机”活动。

“抢顶呱刮红包，中华为P9plus手机”活动于2016年12月

26日至2017年1月22日进行，本次活动将持续4周。活动期

间，用户在全国任意体彩销售网点购买“开门大吉”、“金鸡纳

福”、“日进斗金”中任意1款即开票，关注“体彩顶呱刮”微信公众

号，通过活动页面成功录入票号和保安区验证码，成功参与游戏

后，即有机会赢取华为P9plus手机、京东E卡或微信红包。

三款顶呱刮即开票面值不同，参与游戏机会也不同：如果

您购买面值5元“开门大吉”，即可获得参与游戏机会1次；购买

10元“金鸡纳福”，即可获得参与游戏机会2次；购买20元“日

进斗金”将有4次参与机会。

守住新年的“小尾巴”，让我们一起体验“抢红包”中大奖的

快感吧！ （边媛）

体彩顶呱刮“红包雨”
火热来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