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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手宽厚温暖，总书记的话贴心

实在……”连日来，孟州市西虢镇韩庄村村民

郭欣欣，经常回忆起2016年12月12日参加

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时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接见时的情景。

1983年出生的郭欣欣是这次受表彰的文

明家庭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多年来，从好

闺女到好儿媳，再到自己组织孝亲敬老服务

队，郭欣欣始终把一颗孝心扛在肩头，默默奉

献，无怨无悔。

2006年6月，郭欣欣的母亲因脑出血术

后并发症成为植物人。一年多后，郭欣欣的

奶奶因老年痴呆、肾结石、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全身瘫痪。

面对家里的不幸，郭欣欣思绪万千：弟弟

还小，父亲要挣钱担负起养活全家的重担，怎

么办？母爱、亲情、工作、前程一一摆在她面

前，等她选择。十几年寒窗苦读，大学毕业后

好不容易在大城市一家医院找到一份理想工

作，没有料到奶奶和妈妈突然患病。

经过反复思考，郭欣欣向医院领导递交

了辞呈。医院领导一再劝阻，郭欣欣说：“工

作丢了可以再找，但奶奶和妈妈只有一个，我

不能因为前程而置亲情于不顾。”郭欣欣回到

了孟州老家，毅然挑起照顾奶奶和妈妈的重

担，这一挑就是4年。

1000多个日日夜夜，面对瘫痪在床的奶

奶和已经成为植物人的母亲，这个22岁的女

孩默默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数九寒

天，老人半夜大便拉到床上，郭欣欣就半夜三

更换洗床被；炎夏酷暑，郭欣欣每天无数次为

奶奶和妈妈洗脸、擦身、按摩、扇扇子。4年

中，郭欣欣从未睡过一次安稳觉，因事出门的

从没超过3天。

乡亲们被郭欣欣精心侍候老人的事迹所

感动，有的送粮食，有的送蔬菜，有的送衣服

和棉被。家里有什么事，她只要招呼一声，乡

亲们纷纷前来帮忙。

2009年 3月，村组干部为她家办了低

保，但郭欣欣硬是把指标让给了孤寡老人乔

栓。

2011年冬，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经人介

绍，郭欣欣和邻村的小马喜结良缘。

小马的家境也不富裕，且外婆身患多种

疾病，长年瘫痪在床；奶奶患心脏病和类风湿

多年，生活不能自理。郭欣欣嫁进门后，一边

工作，一边主动从婆婆手里接过了照顾两位

老人的重担，街坊邻居对她赞不绝口。

为照顾到更多老人，2012年1月，郭欣欣

自发组织了一个孝亲敬老服务队，召集身边

的亲朋好友加入，如今发展到12人。虽然人

不多，但郭欣欣坚持不懈地带领这个团队为

孤寡残疾老人做家务、陪老人拉家常、帮忙晒

洗被褥，过节时还给老人们送去礼品。

如今，从北京受表彰归来的郭欣欣有了

更大的打算：办一所敬老院，为老人们提供更

好的帮助。她要把孝亲敬老作为一生的事业

去追求。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

1月4日，记者在台前县农村走访，发现该县

移风易俗搞得有声有色：大街小巷张贴标语，

乡村干部逐户发放倡议书和宣传挂历，村头

大喇叭响个不停……“县里出面给红白事定

标准，咱老百姓一百个拥护。”侯庙镇大杨村

老党员杨华说。

近年来，该县农村出现婚丧嫁娶大操大

办现象，很多群众借债办喜事、贷款建新房，

不少群众因此致贫、返贫，群众普遍反对，但

一家一户无法改变这种现象。为此，台前县

召开移风易俗专题会，决定在全县集中开展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建设德美台

前”活动，以移风易俗助推脱贫攻坚。

为推动活动顺利进行，该县成立由县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把移风易俗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召开动员大

会。各乡镇随后召开村党支部书记会议、村

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培训会、农村媒人培训会，

层层传达贯彻。同时建章立制，制订实施方

案，将红白事操办标准列入村规民约，提倡

“不要房，不要车，自己家业自己创”的自强创

业观。

台前县着重在打基础、管长远上下功

夫，狠抓红白理事会建设，把那些德高望重、

群众威信高、公道正派的党员干部、老同志

充实到理事会中来。突出党员干部模范带

头作用，建立完善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报告制度，以党风带政风促民风，扎实推

进移风易俗。同步开展文明镇村创建、志愿

服务等活动，让群众时时感到文明新风就在

身边。

此外，该县还成立专门督导组，采取一周

一调度、一月一通报、一季度一小结、年终算

总账的方式，对各乡镇、村移风易俗工作压紧

压实，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

员王晓亮）1月5日，记者从雷沃

重工获悉，2016年12月28日，由

业界权威机构世界品牌实验室举

办的2016年“中国品牌年度大

奖”正式揭晓，在被誉为“中国品

牌奥斯卡”的年度盛典上，雷沃重

工再度荣获农机行业“中国品牌

年度大奖NO.1”称号，持续领跑

中国农业装备品牌。

“中国品牌年度大奖”迄今

已经连续举办了13年，其评判标

准是品牌影响力，主要表现在知

名度、美誉度、偏好度、创新力等

方面。据悉，年度大奖调查对象

以消费市场和商务市场两大类

划分，涉及 100 多个行业的近

3000个品牌的消费偏好。根据

世界品牌实验室的影响力评价

体系，雷沃阿波斯农业装备无论

是市场占有率还是品牌认知度、

品牌创新力、品牌满意度、品牌

忠诚度都为中国农业装备第一

品牌。

据了解，2016年在同为世界

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6年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

“雷沃”品牌价值已达到405.18亿

元。从2008年的 70.15亿元到

2016年的405.18亿元,“雷沃”品

牌价值8年增长近6倍，已连续8

年稳居中国农业装备行业第一品

牌。

此次获得2016年“中国品牌

年度大奖”，既是对雷沃重工科技

创新和品牌发展的肯定，更是对

雷沃重工作为中国农业装备自主

创新中坚力量的激励。不满足于

中国农业装备第一品牌，将雷沃

品牌打造成为中国农业装备首个

世界级品牌,成为雷沃重工的下

一个目标。

皮定均将军塑像亮相黄沟村
1月1日，禹州市磨街乡黄沟村侯家大院，村民们在瞻仰刚落成的皮定均将军塑像。抗日战争期间，共和国开国中将皮定均率部队来到

黄沟村，领导抗日军民抗击日寇。如今，皮定均将军曾在此居住的侯家大院已修缮一新，并作为抗战指挥部旧址保护起来,成为缅怀先烈、瞻

仰抗日英雄的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1月3日，商水县平店乡土地确权项目办工作人员为在外务工返

乡的群众补录信息。该县在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不落下一村、

一组、一户，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赵永昌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4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运

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

工作启动，考生可同时报考1至2所院

校，录取将依据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考

生要合理安排所报院校的志愿顺序，报

名确认后志愿不能调整。

据悉，考生须符合2017年高考报

名条件且已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网上

报名(体育单招类)，并按要求在“中国运

动文化教育网”(www.ydyeducation.

com)“体育单招”招生管理系统中进行

报名，具体报名时间：冬季项目报名时

间为即日起至1月15日12:00;其他项

目报名时间年3月1日12:00至 15日

12:00。

考试时，无线电管理部门对考场无

线电信号进行侦测、阻断，考生入场须

进行指纹、身份证和照片图像综合比

对验证，考场安装使用手机信号屏蔽

器，考生还须接受金属探测器、无线隐

形耳机探测器检查；所有考场实行视

频监控，实行现场监考与网上监考“双

重监考”。

届时，省招办将于6月15日至30日

完成考生录取备案手续，考生可在此时

间内登录“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体育单

招管理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已被

“体育单招”录取的考生，则不再参加普

通高考及高水平运动队等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4

日，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对我

省18个省辖市30种主要食品价

格监测数据显示，鸡蛋价格同比、

环比持续下跌，且同比跌幅较大，

下跌了10.66%。与去年同期相

比，白菜、芹菜和土豆价格大幅上

涨，大葱和黄瓜价格大幅下跌。

在所监测的30个品种中，下

跌的有10种，占33.33%；上涨的

有19种，占63.33%；持平一种，占

3.33%。其中，粮食及其制品价格

小幅上涨；食用油价格涨多跌少，

花生油下跌0.5%,大豆油上涨

6.12%；肉蛋禽价格涨跌互现，五

花 肉 上 涨 5.71% , 牛 肉 下 跌

0.06%,羊肉上涨0.34%；水产品

价格涨多跌少；蔬菜价格涨多跌

少，大白菜上涨39.72%,大葱下

跌21.47%,芹菜上涨23.46%,黄

瓜 下 跌 32.5% , 西 红 柿 上 涨

0.95%,土豆上涨21.79%。水果

价格方面，苹果上涨0.08%,香蕉

上涨9.34%。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宁建鹏）“县烟叶中心仓库作为

郏县第一个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PPP项目，由于社会资金投入到

位，使得工程建设进度很快，实现

了当年开工建设、当年投入使用

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6年12月20日，郏县财政局

PPP项目管理中心有关负责同志

告诉记者。

郏县在多个公共服务项目建

设中积极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激发了社会资

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的活力。该

县主动转变政府职能，把社会资

本作为平等合作的伙伴，由“所有

者”、“主导者”转变为“合作者”、

“监管者”，为PPP项目建设顺利

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县千方百计满足投资者对

投资回报的合理期盼，在完善财税

扶持政策、保障项目用地、简化审

核流程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保障

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

截至目前，该县项目库已入

驻PPP项目29个，总投资142亿

元，项目涉及市政、农业、教育等

多个领域。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陈卓）2016

年12月19日，记者从新乡市交通运输局了解

到，截至2016年12月中旬，新乡市累计完成

农村公路建设里程316公里，投资2.2亿元。

新乡市持续加大投入，全力推进农村公路

建设，农村公路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地

区出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按照计划，乡镇政

府驻地至乡镇所辖行政村有一条路况良好、符

合等级要求的道路连通，基本消除现有县乡道

危桥和村道上的大中危桥，逐步打通县际、乡

际断头路，实现乡村畅通路网等级化，同时加

强养护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乡镇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机制，逐步实现农村公路建设规范化、养

护常态化，农村公路通行条件明显改善，综合

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在具体工作中，新乡市还科学研究制定全

市农村公路建设发展规划，强化对全市农村公

路发展的统筹指导，使农村公路真正成为改善

农民出行条件、方便农业生产、推动脱贫致富、

优化农村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

手。

去年修建农村公路316公里新乡市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周新

民）2016年，汤阴县接到投诉举报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 183 起，涉及农民工

1515 人，追讨农民工工资 1274 万余

元，为全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有

力保障。

汤阴县人社局大力宣传《劳动合同

法》《社会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督

促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在专项执法检查活动中，

对用人单位报送材料进行网上登记备

案，发现问题当场责令限期改正，共审查

用人单位92家，涉及劳动者1万余人；检

查89户企业，涉及劳动者1.4万余人，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32起。

汤阴县成立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

导小组，对该县拖欠农民工工资涉及人

数多、金额大的重大疑难案件，实行县级

领导包案制度。制订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人社、住建、法

院等相关部门职责，规范应急处理突发

事件程序、具体处置办法及善后处理程

序，通过建立健全报告、响应、处理、善后

应急预案工作机制，力争农民工工资支

付突发事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

决。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姜水明范素召）平顶山市石龙

区龙河街道贾岭村年逾古稀的王

卯子大娘病魔缠身，又遭丧子之

痛，想不到在一帮戏迷帮助下，无

忧无虑安度晚年。2016年12月

13日，王卯子向记者讲述了戏迷

们为她和老伴排忧解难的感人故

事。

她和老伴生了一儿两女，女

儿出嫁，儿子娶妻，生一孙女，上

学用功，一家人幸福快乐。王卯

子爱唱戏，经常和村上的戏迷们

在一起唱，为乡亲们送欢乐。几

年前，王卯子唯一的儿子被败血

症夺去了生命，儿媳带着孙女改

嫁了。王卯子患骨质增生和白内

障，老伴椎间盘突出，他们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张美玲、刘静两

位本村戏迷得知后，帮老人种菜、

干杂活，还带着王卯子外出求医

治病，来往车费和饭钱都是自掏

腰包。

在张美玲、刘静两位戏迷的

善举感染下，本村的贾喜荣、刘秋

菊和邻村的王寅生等戏迷也纷纷

加入到关爱王卯子老人的行列。

大家经常上门同老人拉家常，帮

老人做家务，一起练戏，还带着挂

面、奶粉、鸡蛋等物品看望她。

如今，王卯子的眼病治好了，

腿疼也轻了，唱戏的热情又高了，

那清脆的唱腔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周桃龙）为

加快全县林果产业发展，淅川县鼓励每个乡镇

今冬建一个不低于3000亩的林果产业基地，

目前，已建林果产业基地18个，完成造林3.8

万亩。

淅川县全方位扶持林果基地建设，先后

出台了扶持石榴、核桃等林业生态产业发展

的意见，并整合涉农项目重点支持林业发

展，做到基地建在哪里，项目就跟进到哪

里。老城镇对发展林果产业的大户，每株镇

财政补贴0.6元。香花镇以“公司+基地+农

户”的形式，先后引进盛景银杏有限公司、河

南中飞投资有限公司、渠首生态园公司、郑

州华容公司完成核桃等产业造林 2700 多

亩。

淅川县还全程搞好技术指导、苗木质量监

督和技术服务，督促造林进度，做到造林不结

束、人员不撤离。

鼓励乡镇建林果产业基地淅川县

移风易俗助脱贫台前县

孟州孝女郭欣欣
□本报记者马如钢通讯员郭树勋

汤阴县

帮农民工要回工资
千万元

我省高校
体育单招启动

平顶山市石龙区龙河街道

众戏迷帮戏迷王卯子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华）“这几天

花生米价格有所抬头，俺今年种87亩花生，除

去留的种子，卖个10多万块钱不成问题。”日

前，正阳县永兴镇余庄村大何庄花生种植大户

何大富告诉记者。

近年来，该镇依托正阳县全国花生种植大

县的优势，把花生作为一项农业主导产业和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去抓，逐步形成了

规模种植、科学管理、机械采果、集中销售及花

生加工等一条龙的花生产业链模式。

“我镇按照结构调优、规模调大、经济调

活、农民调富的发展种植思路，逐年扩大优良

花生种植面积，到目前全镇花生种植面积近9

万亩。”该镇党委书记李东升说。

该县农调队推算，该镇8.89万亩花生，能

产花生仁15557.5吨，每吨按8400元计算，全

镇花生总产值近1.3亿元，仅此一项人均收入

可达3480元以上。

小花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也拉长了

花生产业链条、撬动了花生经济大产业。该镇

现已逐步形成花生生产、加工、销售综合体

系。目前，全镇已发展草场120余家，花生收

购站点30多家，花生米精选、加工等花生系列

产品加工业10余家。

郏县

加快PPP项目建设

我省鸡蛋价格持续下跌

雷沃重工荣获2016年
“中国品牌年度大奖”

小花生撬动大产业正阳县永兴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