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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赶上了好时代 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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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小时接通电缆 百户业主由衷点赞
——郑州市高新区快速化解3个小区断电问题

种菜规模
到底多大合适？

□本报记者李躬亿通讯员李菁 孙传奇 帮您打探

编辑同志：
俺是扶沟县吕潭乡葛岗村九组的

宋占中，今年70岁。俺得给您说说俺心

里话，鸡年是俺喜事最多的一年，俺先说

这四件吧。

第一件喜事：俺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新房子。过去俺家的房子破烂不堪，低

矮潮湿，每逢下雨是俺最担心的。去年

政府把俺家的房子列入危房改造计划，

划拨专款3.5万元。俺会泥瓦工，亲自参

与垒墙盖房，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很快建

好了新房。现在正在屋内隔间装饰，俺

得把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舒适大方。

第二件喜事：俺家用上了自来水。

想想过去，农村家里用上自来水是不可

能的事，而今变成了现实。提起这事，俺

真是高兴。村委会向上级争取了指标，

为俺免费安装上了自来水。自来水用起

来真是方便，水真甜啊！

第三件喜事：俺地里的废井又变成

新井。地里原来的机井已经报废了，抽

不出水。去年，村委会又向上级汇报，争

取了国家专项资金，重新进行了钻孔打

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井又打成

了，哗哗清水流入责任田，天旱也能保丰

收呢！俺原来种了3.5亩地，去年又转包

5亩，有了新井，俺的信心更足了。

第四件喜事：俺准备种植人参呢。

俺有一个朋友是平顶山鲁山县人，靠种

人参发家致富了。俺的帮扶人多次到

周口种子市场、医药公司打听人参种

子，终于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吉林省

林江市有专业种植人参的。俺又从网

上学习了种植技术。准备抽机会去鲁

山县和林江市参观学习。待各种条件

成熟后，就开始种植。如果种植成功，

致富的路会越走越宽，俺很快就会脱贫

致富了。

俺真的赶上了好时代，俺这里特别

感谢周口市规划局各位领导，感谢规划

局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队员，感谢葛岗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感谢俺的帮扶人的

支持和帮助。是他们共同扶持了俺，让

俺看到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宋占中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何辉文字整理

“我儿子陈光耀病了，希望好心人帮帮

他！”3月8日，禹州市无梁镇井王村二组

65岁的农民陈铁民向记者求助。

陈光耀今年37岁，靠在工地上打零工

生活。他是禹州市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

人，2013年他毫不犹豫地捐献了164毫升

造血干细胞，挽救了河北省一个5岁小男

孩的生命。尽管陈光耀家里并不富裕，但

他乐于助人、热心公益，连续10年无偿献

血11次，献血总量达4000多毫升。多年

来，他经常在村里帮助五保户和贫困家庭，

到许昌市社会福利院、学校以及抗日老兵

家里，把温暖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凡

人善举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获得了禹州

市无梁镇首届“无梁好人”，禹州市第二届

道德模范，禹州市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

2013年许昌市捐献造血干细胞优秀志愿

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天有不测风云。3月1日，陈光耀因

身体不适被家人送到禹州市人民医院，因

病情严重，当日晚上转入省人民医院治

疗，被诊断为急性肝功能衰竭。医生告诉

陈光耀的家人，移植肝脏手术费需要50

万元，陈光耀被转入ICU至今已经花了6

万元治疗费，家里根本拿不出移植肝脏的

50万元手术费，更别提后续治疗的费用

了。

希望社会爱心人士能伸出援助之手，
帮 帮 这 个 好 人 。 联 系 电 话 ：
13937432372

很多菜农都对规划种植规模有一定

的疑惑，规模小了，即使遇到好行情也赚

不了多少；规模大了，赚钱虽然较多，但行

情不好时赔得更多，风险极高。那么究竟

多大规模才合适呢？今天就给大家提供

一点小参考。

依据每日出货量来规划。如果头几

年种菜发展得好，想要扩大规模就得考虑

销售问题，是自己到市场销售还是请收货

商收货。两者都涉及出货量的问题。太

少不能成车或收货商看不上，成本会大大

增加；太多又有销售压力。所以规模大小

的第一个要诀就是根据出货量来定，可以

先从每天规划一小车的货运量开始，接着

可以升级为一中车，接着一大车，再接着

更多车。

依据人力成本来计算。做一定规模

的基地肯定得雇工人，那到底要安排多少

员工合适呢？所以在确定种养规模时，尽

可能根据工种进行配搭，如从种到收为一

个小组，一个小组要多少人，这个小组的

工作饱和度是多少，都要计算清楚。

依据综合管理能力来决定。有的人

能力较强，但是只能自己干；有的人技术

不高，但综合管理能力却很强，几千亩的

农场管得井井有条。所以做多大规模一

定要考虑自己的管理能力，或者你管理

团队的能力。能力达不到，千万别蛮干，

否则一定会做多亏多，好行情也帮不了

你。（孟然于红雨）

禹州“无梁好人”陈光耀患病求助
□本报记者宋广军

2017年4月28日下午3点，郑州市

高新区升龙又一城的业主给区信访办

主任发送信访短信，反映头天晚上施工

队工作时将电缆挖断，造成3个小区断

电。因责任单位没有查清，维修费支出

单位不能明确，电力公司无法维修。目

前，电力公司、地产公司和市政部门都

无法解决，马上“五一”放假，若修不好，

家里没电，老人小孩无法上楼，这几天

日子没法过。

施工挖断电缆 3个小区断电

接到信息后，高新区信访办高度重

视。3个小区，住着几百户居民，如果停

电几天，特别是在“五一”放假期间，极有

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若按照正常的信访事项办理程序需要较

长时间。因此，信访办主任在短信回复

投诉人后，果断给辖区梧桐办事处去电，

讲明事情紧急性，要求落实具体情况，同

时联系了区市政局等部门。

半小时后，梧桐办事处负责同志在

事发现场回电：事故现场聚集了几十名

业主，情绪比较激动。但现场没有见到

施工人员和设备，从周围情况看，不像是

修路挖断，分析为绿化施工所致。该同

志表示，准备由办事处出面和供电公司

对接，协商维修事宜。

多家单位协调 快速化解难题

获悉情况后，区信访办立即联系市

政局、路桥公司、绿化公司、开发商等多

个部门，逐一落实查找项目单位。下午4

点半左右，落实到一家绿化公司在此有

施工项目，他们立即安排人员到现场查

看。原来是该公司下属的一个施工队，

在硬化人行道施工作业中，不慎将电缆

挖断，而施工人员见此情况害怕担责，连

夜撤离了施工现场。

了解此情况后，区信访办立即与

该绿化公司负责人联系，要求尽快解

决问题。公司负责人当即表示：将尽

快维修，解决问题。随后，区信访办与

供电公司对接，提出先维修，再追责，

并把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信访群众，

对事情进展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并请

其将结果向其他业主转达，以免出现

过激行为。

晚上10点左右，经过供电公司紧张

抢修，供电得以恢复。区信访办向业主

去电确认情况，业主对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感慨地说：本来对当天能维修好不

抱希望，以为还要再受停电之苦，可没

想到的是，一条信访短信，当晚解决问

题！

这是一起涉及多个部门的信访问

题，又面临“五一”小长假，处理不及时将

会影响百余户业主的正常生活，甚至可

能引起群体性事件。一条小小的短信，

引起高新区信访办高度重视，在多个部

门的联合推动下，几个小时就使问题得

到了及时化解，避免了事态扩大。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人民群众

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

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

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这是各级信访部门和广大信访工作者践

行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展示新作为的

努力方向。

陈光耀在首届“无梁好人”表彰会上发言 资料图片

他是禹州造血干细胞捐献第一人，连续10年无偿献血11次，如今，巨额医疗费让家人犯愁

2018年是土地确权工作的最后一

年，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后，越来越

多的农民朋友都将土地流转给他人种

植。流转之后，土地该如何确权呢？

土地流转不等于土地转让。土地

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可以通过转

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

出让经营权。比方说我有一块土地流

转给了老王，老王仅有土地的使用权，

承包权还在我自己手里，确权的时候证

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土地转让是指在土地家庭承包经

营的情况下，土地承包人自找对象，由

第三者代替自己向承包人履行承包合

同的行为。转让的合同内容虽无改变，

但是变更了承包人。在土地转让时经

过了原承包方书面申请和发包方书面

认可，根据土地确权的相关规定，土地

将确权给受让农户。这种情况下相当

于我把自己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都转

让给了老王，土地确权的时候证书上写

的就是老王的名字了。

土地流转关系一定要在合同中写

清楚。在农村土地确权过程中，国家明

确指出，土地确权将以已圈定的承包合

同和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土

地确权的依据，保障现有土地流转关系

不变的同时，在换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时，要将证书颁发给原承包农

户。农民朋友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合

同里一定要注明土地流转的关系，保证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自己手上。

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发生变更。

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多种多样，

如果涉及土地互换、转让等情况，其实

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就已经发生了变

更，那么土地确权时就会将确权登记证

书发放给变更之后的承包经营主体。

农村土地在确权的过程中有三次

公示的机会，在公示期间，村民有权提

出异议，想变更土地确权内容，一定要

把握住这三次机会。对土地界限有争

议的，可以向村委会申请重新对土地进

行测量确权。（农视）

农村土地流转后该如何确权？

又是一年桃红柳绿时，为美化环境，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

的环保意识，认真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信阳福彩全体员工于3

月11日一同参与了FM99.6交通广播、共青团信阳市平桥区

委、信阳市公益志愿者协会、平桥区林业局共同举办的“让我们

为信阳创建森林城市尽一份力”为主题的植树节公益活动。来

自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300多位热心人，一起用自

己的双手和汗水，为信阳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出了贡献，为城

市播种了绿色，为未来播种了希望。

此次活动地点安排在查山，这里地处沪陕高速公路，在这

个地方种植树木，会大大增强城市绿化、除尘和降噪的效果。

上午7点20分，中心全体员工便在单位门前汇合，梁莹主任带

领大家一起乘车前往事先通知好的集合点，每个人都穿着志愿

者服装，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到达集合点后，李源昊向主办方

了解了详细的活动安排，并号召大家井然有序地排着队，8点半

便跟随着车队一起上了高速。抵达查山后，当满满的绿意映入

眼帘时，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个个干劲十足，汪磊

先在队伍最前方扛着大旗，其余有的拿铁锹、有的运树苗、有的

提水桶，你追我赶，其乐融融，一同向山顶奔去。大家都积极投

入到植树活动中，一部分人清除周边的杂草与枯叶，另一部分

人将松树苗栽植在泥坑中，一棵幼苗、两瓢清水、三铲泥土、四

分清风、五缕阳光、六两雨露、七钱星辉、八抹晨曦、九分呵护、

十分爱心！伴着初春的暖风，一起播种绿色，种下一棵棵希望，

大家干得满头大汗，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和劳动的欢声笑语。

把树苗种好后，中心全体员工还写下了寄语，每一个字都代表

着福彩人美好的期许，每一段话都展现着大家对大自然的热

爱。

通过此次植树活动，大大提高了中心干部职工的植树造林

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强化了保护生态平衡和绿化家

园的责任感，增强了干部职工的活力、凝聚力及团队精神和服

务社会、回报社会的意识。 （信阳福彩陈雨琪）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播种点点绿意 共享生态文明
信阳福彩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志愿活动

3月9日上午，2017年度新乡市福彩先进表彰大会举行。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杰，社会福利科科长刘成其，市募

捐办主任毛冰川出席会议。新乡福彩站点业主和中福在线销

售厅工作人员共423人到会。会上，毛冰川同志对2017年度的

新乡市福彩销售工作做了总结，安排部署2018年的销售目标

和主要工作；李杰副局长做了重要讲话，强调今年的福彩工作

重点是加大公益宣传力度，创新开发新的销售渠道，确保年终

顺利完成总目标。会议由刘成其同志主持并宣读了对2017年

度评选出的44个优秀站点、两个先进销售大厅和3名优秀市场

管理员的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站点颁发了奖牌和荣誉证书。

会后，还进行了“22选5”200万元派奖和“快三”1500万元大派

奖的业务培训，为下一步派奖活动中销量稳步增长打下坚实基

础。 （新乡福彩李明磊）

新乡市召开2017年度福彩先进表彰大会暨业务培训会

2018年第10周全省兑付刮刮乐奖金1246万元。其中

兑付100万元大奖1个、30万元大奖4个、3万元大奖21

个。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项兑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

情况分析戊戌狗、富贵有余等热点彩票易中出。福彩刮刮

乐返奖率65%，中奖面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福彩刮刮乐
2018年第10周大奖公告

信阳彩民独揽大乐透1000万头奖
奖池滚存至51.25亿元

周三002 济州联VS广州恒大

比赛时间：2018-03-14 18:00

推荐：负 比分：1-2、1-3

济州联前3轮亚冠小组赛1胜2负，

排名暂列G组积分榜末席，球队新赛季前

两轮联赛主平首尔FC、客负庆南，两场比

赛一球未进，他们过去亚冠对阵中超球队

1胜4负，其中在主场两战皆败（比分均为

0比 1，对手分别是天津泰达和江苏苏

宁）。广州恒大前3轮亚冠小组赛1胜2

平，上轮主场5比2就逆转济州联的胜利

让其排名登上G组首位。上周五中超，广

州恒大主场5球大胜长春亚泰，取得新赛

季联赛首胜，最近4场比赛狂轰18球，称

得上是近期中超乃至亚洲赛场上进攻端

火力最凶猛的球队。目前G组的积分形

势非常胶着，恒大虽然暂时排名小组第

一，但如果本轮客场输球，很有可能会滑

落到倒数第一。对于状态渐有步入正轨

迹象的广州恒大来说，周三做客济州岛，

是一场容不得失利的比赛，竞彩首选博客

胜。

周三014 贝西克塔斯VS拜仁慕尼

黑

比赛时间：2018-03-15 01:00

推荐：平、负比分：1-1、1-2

贝西克塔斯上周末主场1比0小胜弱

旅根克勒比利吉，取得联赛三连胜。拜仁

慕尼黑上周末主场6比0血洗汉堡，继续

保持20分的领先优势，理论上他们最快在

上周末就能宣布联赛夺冠。这是贝西克

塔斯历史上第一次打入欧冠的淘汰赛，但

首回合他们在安联球场就被拜仁扫了5比

0，欧冠历史上还从未有球队能逆转5球劣

势，何况他们本身与拜仁的差距显而易

见。这场比赛很可能会出现与上周利物

浦、曼城的两场欧冠接近的情形，双方都只

是去走个过场。贝西克塔斯毕竟是主场

作战，他们本赛季的主场表现也可圈可点，

初步建议考虑平局的机会。

周三015尤文图斯VS亚特兰大

比赛时间：2018-03-15 01:00

推荐：胜 比分：2-0、1-0

尤文图斯上周末主场2比0轻取乌迪

内斯，豪取意甲11连胜，积分榜上已经领

先那不勒斯1分而且还少赛一场。亚特兰

大上周末做客1比0小胜博洛尼亚，拿到

近6场正式比赛首胜，但做客面对当前状

态极其稳定，防守更加变态的老妇人，他们

很难讨到好处，本场比赛尤文图斯再次小

胜的可能性应该较大。

周三016巴塞罗那VS切尔西

比赛时间：2018-03-15 03:45

推荐：(-1)平、负比分：2-1、1-1

巴塞罗那上周末做客2比0轻取马拉

加，继续在争冠道路上稳步前景，他们本赛

季28轮不败，超越皇马之前单赛季27轮

不败的记录，目前只剩下1979/80赛季皇

家社会连续32轮不败的记录待追赶，跨赛

季35轮不败也只需仰望后者当年的37场

不败纪录。切尔西上周末主场2比1小胜

水晶宫，止住此前的连败步伐。双方首回

合1比1战平，对巴塞罗那来说稍微有利，

但首回合切尔西几乎全场压制巴萨让人

意外，此前四次诺坎普他们也全部收获平

局，巴萨主场要想大胜估计也不容易。

3月12日，体彩大乐透第18028期开奖，全国唯一1注1000

万元头奖被河南彩民收入囊中。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升至51.25

亿元。当期全国共销售2.1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7574万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奖号码为“04、19、25、30、35”，后区

号码“04、07”。前区大小比4∶1，奇偶比3∶2，无连号开出。本期

各号段均有号码开出，其中“25、35”是一组同尾号；号码“04、30”

同为隔期出号；“19、35”同为间隔5期再次开出的号码。后区开

出“04、07”一小一大的偶奇组合，两号近5期均开出三次，而且两

号曾在第18024期携手亮相。

当期，全国中出的1注1000万元头奖出自河南省信阳，幸运

儿凭借一张“10+2”的组合复式票，投注金额504元，中得一等奖

1注、三等奖25注、四等奖100注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1016

万元。不过遗憾的是这位中奖者并未进行追加投注，白白错失了

600万元的追加奖金。

当期，二等奖开出60注，每注奖金17.5万余元；其中14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0.5万余元。三等奖开出687注，每注奖

金5670元；其中22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402元。

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略有上升，继续刷新历史纪录，将有

51.2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第18029期开奖。两元投注可中1000万

元，3元投注可中1600万元，买大乐透切莫忘记追加投注。（张慧慈）

竞彩普及日周三强档：恒大做客凶猛 巴萨大胜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