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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人如何致富，学他人生财之道。开阔思路，打开视
野。致富经开启财富之门！

致富经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俺一家今年种蒜6.5亩，可儿女全在

外地打工，靠俺老两口去出大蒜负担实在

太重，是‘豫民帮忙’帮了俺的忙，让俺出

大蒜终于用上了出蒜机，虽然出一亩蒜要

100块，可省得俺在热天里俯下身子剜

了！”5月23日，宁陵县苗岗村六旬农妇苗

瑞莲在剪蒜头时说。

5月14日，记者接到宁陵县阳驿乡

蒜农屈效东的来电说，今年阳驿乡种植

大蒜的面积超过1.5万亩，且长势喜人，

眼看就要收了，希望有大蒜收获机械的

企业或个人能帮助蒜农们实现机械化收

蒜，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5月16日，“豫民帮忙”分别在报纸

和微信公众号上刊登了这一消息，没过

两天，宁陵县和外地的一些农机合作社

的农机手就打电话来联系，带着出蒜机

来阳驿乡蒜区服务，几日来，这些农机手

和蒜农紧密合作，辛勤劳动，现该乡已出

大蒜1.1万亩。出大蒜用上收获机械，大

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也促使大蒜

尽早上市。

一棵棵碗口粗的葡萄树，在微风中

抽芽、舒展，要用“实力”在雪花飞舞的日

子里，向这片葡萄园的主人“献礼”。

这片葡萄园的主人叫刘智广，15年

前，他来到虞城县李老家乡鸡场承包了

农场30亩土地，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掌握

了晚熟葡萄品种——“秋黑”在当地的生

长规律，使它在雪花飘落的季节依然挂

在枝头，给空旷的大地增加了缕缕果香。

刘智广是该县一个乡镇的分流下岗

人员，凭借自己已有的葡萄种植知识在

乡政府附近种了3亩葡萄，当地群众前来

观看品尝时，无不跷指称赞。刘智广很

快就发现葡萄虽然口感好，但是卖不上

价钱，且不易保存，于是决定去外地葡萄

种植基地参观学习向专家取经，在近百

个葡萄品种中，刘智广挑选出晚熟的葡

萄品种——“秋黑”葡萄，回到自己的葡

萄园里试验。

刘智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秋黑”

葡萄种植的成功，是他一步一步摸索出

来的，他吃住在地里，像婴儿一般照顾

它们。葡萄苗种上不久，天降大雨，雨

水灌满了葡萄园，刘智广挽起裤腿，望

着叶子开始发黄的葡萄苗，用洗脸盆把

雨水一盆盆往外舀，但葡萄苗最终还是

被淹死了。再次种上葡萄苗已是秋天，

但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他彻夜

难眠，天一亮，刘智广就赤脚往外舀水，

雨水伴着泪水，不是掉在地上，而是砸在

心上。

第二年春天，刘智广又把希望栽种

在这片土地上。他一天到晚很少走出这

块葡萄园，周围的群众开始喊他“刘神

经”，放着能在当地引种成功的优良品种

不种，赔钱费精力种“秋黑”葡萄，不是

“神经”才怪呢！

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刘智广种植的

“秋黑”葡萄终于挂满了枝头，亩产量达

7000斤。由于成熟期晚，夏秋之间温差

大，葡萄的甜度高，口感好。周围群众

不知道这是啥品种，只知道每年下雪还

挂在葡萄架上，就给它起名叫“雪花葡

萄”。

据刘智广介绍，他的这片葡萄园是

全国唯一的“秋黑”葡萄园，葡萄采摘期

可延续到12月底。国内一些知名葡萄种

植专家持着怀疑的态度走进葡萄园，眼

里的实景让他们激动兴奋不已，握着刘

智广皲裂的双手说：“‘秋黑’葡萄在这里

的种植成功，使得大学农业种植方面的

教材要改写了。”“秋黑”葡萄不但皮厚、

不裂果、耐储存，而且高糖、高酸、高单

宁，适合加工干红葡萄酒，因此他还注册

了“虞缘智广”商标。

刘智广衣服上一直有着拍打不干净

的黄土，黝黑的脸上时刻充满着对未来

的自信。每到葡萄收获或者施肥的季

节，有好几十个附近的村民来这里打

工。刘智广说，来这里干活的都是些上

年龄不能外出打工的贫困户，他尽自己

最大的能力给他们发工资，还打算带领

有种植葡萄愿望的贫困户发展“秋黑”葡

萄种植，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我叫许福成，50 岁，家住焦作山阳

区宁郭镇北官庄村。去年 6 月份，我被

查出患前列腺肿瘤晚期，在焦作二院看

病。现已全身骨转移，转到河南肿瘤医

院继续看病。

我因为身患重病不能工作，没有经

济收入，孩子们也都是打工的，收入微

薄。妻子腰椎间盘突出，也不能干重

活。因为看病我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

积蓄，已经花了十几万，亲朋好友也都

借了一圈，现在背负着一大笔贷款外

债。医药费一停，医院的药物就也停

了，可这个家庭需要我，我一定要好起

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后续费用实

在支撑不起，迫于无奈才向社会上好

心人发起求助，恳求各位好心人帮帮

我们渡过难关，我代表全家感谢各位

好心人！

如果您愿意献出一份爱心，可与许
福成取得联系。

联系电话：13462856286
文字整理 记者 冯佳志

刘智广和他的“雪花葡萄”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5月21日至

5月27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

足，品种丰富，价格稳中有降。重点监测

的60种商品中，21种价格上涨，8种价

格持平，31种价格下跌。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白条

鸡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13%，鸡蛋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26%。端午临

近，以鸡蛋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企业备货

需求增加，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有小幅

上涨的可能。

蔬菜价格略有上涨。上周受降雨天

气影响，全省蔬菜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

涨0.69%。重点监测的18个品种涨跌

各半。其中叶类蔬菜中的油菜、芹菜、生

菜分别上涨13.36%、13.16%、8.46%；瓜

果类蔬菜中的洋葱、西红柿、辣椒分别上

涨7.649.12%、6.38%、6.43%。随着气

温升高，本地蔬菜大量上市，预计后期我

省蔬菜价格将呈波动态势。

粮油价格涨跌互异。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9%，桶装食

用油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06%，其

中大豆油和花生油分别下跌0.17%和

0.04%。随着天气炎热，桶装食用油市

场需求进入淡季，预计后期我省食用油

价格将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猪肉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21%，其中精

瘦肉和五花肉价格分别下跌0.34%和

0.21%。目前猪肉市场供应充足，预计

后期我省猪肉价格以弱势调整为主。

水果价格持续下跌。上周全省水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2.43%。其中香

蕉 、葡 萄 、苹 果 分 别 下 跌 4.52% 、

4.34.18%和0.44%。受季节性供求因素

影响，预计后期水果价格仍有持续下跌

的可能。

焦作癌症患者无力医治
盼爱心人士伸援手

爱心帮扶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王支援

后续报道

5月24日，农机手驾驶出蒜机正在田地里帮蒜农出蒜。屈效东摄

▲

□本报记者戴晓涵

近期我省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蔬菜粮油价格将呈波动态势

□本报记者杨青

惠农政策

“豫民帮忙帮了俺大忙”
宁陵蒜农出蒜用上收获机械

5月28日，记者了解到，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联合

发布通知，为更好发挥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和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病补充保险）

的制度保障功能，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进行

了部分调整。调整后，我省大病保险筹

资标准提高，此外，在2018年至2020年

脱贫攻坚期内，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大病保

险“一降一提高”倾斜政策。起付线由

1.5万元降为0.75万元；合规自付医疗费

用报销比例0.75万元~5万元（含5万

元）的由50%提高至80%，5万元~10万

元（含10万元）的由60%提高至85%，

10万元以上由70%提高至95%。

据了解，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由省、市、县财政分担出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商保公司具体

承办，重点对四类群体进行保障，包括参

加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困境儿童。困难

群众患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规定的

门诊重特大疾病和门诊慢性病医疗费

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按规定报

销后，由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对个人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再次给予报销。（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张瞧）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部分调整
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提高，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保险起付线由1.5万元降为0.75万元

2018世界杯E组综述
桑巴军团笑傲群雄

世界杯E组种子队巴西抽到的三个对手实力都不弱，瑞士

常年排名世界前15，塞尔维亚人才济济且凝聚力空前强大，哥斯

达黎加则是上届杯赛淘汰了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大黑马。但桑巴

军团不仅拥有诸多顶级球星，世界杯经验亦远非其他球队可比，

小组头名毫无悬念。

巴西：桑巴军团重现霸气
竞彩冠军奖金：2.95

南美区18战仅负1场、领先乌拉圭多达10分撞线的巴西，

一扫此前几届的惊心动魄，41分也创造了历届世预赛队史积分

之最，重新找回霸气的桑巴军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冠军的头号

热门，竞彩冠军奖金低至2.95的水平，与第二名德国（3.5）拉开

不小差距。

蒂特上任后，将之前一直处于低迷的巴西拉回正轨，预选赛

后半程多数场次桑巴军团都凭借绝对实力完成碾压：3比0吊打

阿根廷、4比1血洗乌拉圭……经历上届世界杯家门口空前耻辱

的巴西队，用完胜找回了舍我其谁的霸气。尽管没有像西班牙、

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等劲旅小组赛便要提前厮杀，但巴西队

的签运也只能算中等。瑞士、哥斯达黎加和塞尔维亚，比起上届

巴西的同组对手克罗地亚、喀麦隆和墨西哥，颇有些相似：一支

是年龄结构合理、中后场实力强悍的准强队，一支是中北美摸爬

滚打多年、曾多次和巴西在洲际赛场遭遇的老对手，一个则是新

秀持续涌现，但纪律性和经验仍非上乘的潜在黑马。剑指冠军

的巴西队以我为主出线当无大碍，保证全队健康和状态延续，或

许是比挺进淘汰赛更重要的任务。

瑞士：德国二队具黑马成色
竞彩冠军奖金：110

预选赛前9战全胜的瑞士一度比肩卫冕冠军德国，虽然末

轮被葡萄牙反杀失去小组头名，好在附加赛他们足够争气，两回

合1球气走硬骨头北爱尔兰如愿晋级。

这支三线均有名将压阵、FIFA排名长期稳定在前15的新

兴之师，无疑是今夏的候选黑马之一。老中青三代同堂、年龄结

构合理、核心球员个人能力极强，是瑞士队近年来在欧洲第二集

团中逐渐脱颖而出的法宝所在。上赛季的穆罕默迪在勒沃库森

并不以高效著称，但沙尔克04有样学样引进同为多面手的恩博

洛，并且在本季重新激活；扎卡里亚前脚在门兴打出名堂，多特

蒙德接踵而上，冬窗将阿坎吉纳入帐下。长期受严谨、团结、专

注的德甲氛围熏陶，瑞士队也以相似的气质，在建队方针和球场

表现上向“一队”看齐。

本届世界杯，瑞士队与强大的巴西以及哥斯达黎加、塞尔维

亚同分在E组，想要历史上第4次挺进淘汰赛，不但要确保防线

万无一失，更要在进攻端多想办法，避免被拖进净胜球和进球吃

亏的“连环套”。

哥斯达黎加：青黄不接难有作为
竞彩冠军奖金：500

闪电不会同时击中一个地方两次，四年前震惊世人的哥斯

达黎加这次卷土重来，还能发生奇迹吗？四年了，纳瓦斯、冈萨

雷斯老了4岁，坎贝尔胖了4公斤，布莱恩鲁伊斯则至少折损四

成活力。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出一

批年轻才俊。严格来说，这届球队真正有竞争力且尚可一用的

新人，只有助攻能力出色的左后卫马塔里塔、身高达到196cm

的中卫沃森，以及风格强硬的后腰古兹曼，但他们改变不了球队

的结构性缺陷。

对于主帅拉米雷斯来说，分在E组这样一个一强三小的小

组是唯一一个利好消息。巴西没有想象空间，但瑞士和塞尔维

亚都是哥斯达黎加可以接受的对手。两队都缺乏顶尖射手，正

适合哥斯达黎加以牛皮糖战术应对，虽然再次出线难于登天，但

1比3分这样的结果仍然存在一定可能，当然一切的前提，都在

于哥斯达黎加这些轴心球员临场还能发挥出多少战力。

塞尔维亚：赛程有利可争出线
竞彩冠军奖金：175

塞尔维亚在本次预选赛以6胜3平1负的成绩拿到小组第

一进军世界杯决赛圈，能在爱尔兰、威尔士和奥地利等三支实力

和自己相差不远的对手围剿和施压中脱颖而出，还是能看出球

队的功力和抗压能力。

在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半年时推倒重来，主帅克尔斯塔伊奇

的压力着实不小，塞尔维亚足协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进队，前者

也势必要在磨合四后卫新体系的同时，给予年轻人适当的锻炼机

会。牌面实力上，塞尔维亚强过哥斯达黎加，但略逊于瑞士。不

过他们有赛程之利，因小组赛最后一轮才对巴西，而首轮则对阵

最弱的哥斯达黎加。压过瑞士取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具有可操性。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5月25日下午，一位中奖彩民来到商丘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领取中福在线“连环夺宝”游戏25万元累积大奖，本次中奖是长
江西路中福在线销售厅今年的第二个累积大奖。

两次中奖仅相隔3天，也是商丘福彩中福在线销售厅本年
度第9次拿下累积大奖。

中奖彩民是位老彩民，当天上午，他来到销售厅，办理好投

注卡后，开始以全选5注单注200分的投注方式玩起“连环夺
宝”游戏，在游戏进行到第二关时，忽然屏幕上落下20颗绿宝
石，接着投注机显示“恭喜您中得25万元大奖”的字样。大奖来
得实在太突然，他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我又中累积大奖25万
元啦！”据彩民说这是他第二次中得累积大奖。

（商丘福彩中心）

商丘中福在线销售厅 5天两中25万元累积大奖

如行军拉练一般，南阳福彩在4天时间内，横跨8县，行程两
千多公里，为县级240多个快三站点进行了实地培训。

5月22日起，培训团队首先驻扎镇平、内乡两县，由宋建忠
老师进行现场实战“演习”。各销售员、业主都十分珍惜这个机
会，纷纷拿出纸笔，有疑问当场提出，来不及记的就举起手机拍
照，现场气氛融洽活跃。

培训结束后，有的拉着宋老师，互留电话，添加微信，为正在
进行的1500万元快三派送活动蓄积“财富”。

第二天，培训团一早就起来，“奔袭”一百多公里，深入到西
峡、淅川山区县，同样为大家带去了难得的“实用技术”。在

41630538号站，宋老师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站点，面积近
600平方米。而宋老师精彩的分享更是赢得了阵阵掌声，给这
个不同寻常的大厅带去了欢声笑语。抽纸、雨伞等小礼品，使现
场气氛异常活跃。

第三天，团队不顾连日来的辛苦，又挥师南下，对新野、唐河
的快三站点补给了“弹药”，使大家增强了正在进行的1500万元
派送活动的信心。

接下来，团队还将奔赴其他县进行培训。南阳福彩的同志
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宋老师这个“宝库”，为全市快三销售注
入活力。 （南阳福彩 孙少君）

4天8县8场，南阳快三培训进行时

大家一定觉得能中一次大奖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情了，可
谁承想信阳这位资深彩民陈先生（化姓）玩中福在线“连环夺宝”
游戏，获得头奖25万元，已经是第三次了！

5月18日下午，信阳市新六大街中福在线销售厅内传来喜
讯，此次中奖的彩民正是大家很熟悉的常客，陈先生家住新六大
街销售厅附近，所以有空就会到中福在线销售厅玩一会儿“连环
夺宝”游戏，他对这款色彩缤纷，趣味性强的游戏可谓是情有独
钟。当天下午，陈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到信阳中福在线新六大街
销售厅，选择在19号投注机前坐下，开始玩了起来，连玩两局
后，陈先生觉得运气很不错，便又开了一局，当第三关进行到一
半时屏幕上方突然掉下来一大片红宝石，它们迅速相连，随后出
现了“恭喜中得全国累积奖25万元”的提示语，陈先生又惊又
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急忙喊来了工作人员再三确

认，工作人员看见屏幕时兴奋地说道：“恭喜您第三次中得25万
元大奖！”一时间销售大厅里沸腾起来，彩民们纷纷离开机位，一
睹大奖的风采。

据了解，陈先生前两次分别在郑州、信阳平桥中福在线销售
厅中奖，加上此次中奖，真可谓遍地开花！5月21日，陈先生来
到福彩中心兑奖，工作人员见到他后，都来询问他连中三次大奖
是什么心情，他高兴地说道：“真是没想到自己在娱乐和休闲的
同时，还能收获如此大奖，福彩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次惊喜！”

近年来，视频彩票凭借它实时性、趣味性、娱乐性等特点，一
直深受广大彩民的追捧与喜爱。信阳中福在线销售厅的硬件设
施一流，环境优美舒适，已经成为信阳市民炎炎夏日里休闲娱乐
的不二之选！心动不如行动，快来邂逅属于你的幸运女神吧！

（信阳福彩陈雨琪）

三夺头冠 信阳资深彩民再获25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