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用好
手机这个“新农具”

时代在发展，如今，智能手机应用领

域越来越广，传统的农业领域也因此正

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那么，农民到底

该怎样用好手机这个“新农具”呢？

手机成为广大农民的“新农具”

6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要鼓励社会力量运用互联网发展各

种亲农惠农新业态、新模式，满足“三农”

发展多样化需求，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在农村向深度发展，带动更多农民就

近就业。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建

设涉农公益服务平台，加大对农户信息

技术应用培训。

会议还提出一个颇为亮眼的说法，

使手机成为广大农民的“新农具”。这是

在“互联网＋农业”背景下，对现代农业

发展趋势的一个形象比喻。就是告诉大

家：做农业，一定要重视并利用好互联

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此次“新农具”的概念其内涵就在于

通过打造涉农公益性服务平台，使手机

成为农民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服务

过程中与互联网连接的重要载体，成为

与传统农具互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生产及

营商手段，成为一二三产有机融合的润

滑剂和加速器。

“新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国家。根据统计，

我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经突破了10

亿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绝

大多数农村地区也已基本普及了互联

网。

农民手中的手机，并不只是一个简

单的通信工具，它还可以变成发家致富

的工具。手机可以让农民了解最新的农

业动态，把握最新的农产品价格信息；手

机可以帮助农民实现网上购物、支付和

农产品销售，在生活便利化的同时，大大

拓展了农业生产和销售的渠道；手机还

能够帮助农民实现创业梦想，通过做微

商、开淘宝店等方法，实现自己的“老板

梦”。农民不仅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农

业社会化服务，用手机APP管理养殖

场、果园等，还可以利用手机对接市场销

售农产品。

农民崔江元种了多年的蔬菜大棚，

以前是铁锹、耙子等农具不离手，现在成

了“手机控”。自从手机装了APP、用上

了智能化设备，大棚里的光照强弱、温度

高低、湿度大小，啥时候该通风了、该浇

水了、要补光了……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可以实时查询和调节。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大棚管理更简单了，夫妻俩轻轻松

松管理了3个大棚。而智能操控让种植

更精准，种出来的产品更好，卖的价格当

然也就更称心。

“新农具”在新模式中的运用

将手机互联网运用到农村新产业和

新业态中，也已是不少农民朋友发家致

富的“武器”。

比如在山东，“互联网+乡村旅游”

让游客在出行前就能够在网络上获悉景

区相关资讯，一站式解决出行难题。在

湖南桃源赛阳村，游客通过手机微信公

众号就能获得当地人文历史、风景美食

以及旅游活动项目等信息，还可通过公

众号预订农家乐、民俗、采摘、户外活动

等旅游项目。（晓涵）

优质农产品咋找销路？生
活中遇到困难咋解决？有啥最
新民生举措、农业政策？不管
您遇到什么生产生活难题，都
可以告诉豫民帮忙，我们帮您
排忧解难。

“豫民帮忙”版每周三见
报，为广大农民朋友解决实际

问题是我们的宗旨。欢迎大家
拨打帮忙热线 0371-65795707
与我们联络。扫描二维码关注

“豫民帮忙”微
信公众号，获
取更多资讯。

本报编辑部

有困难？打帮忙热线吧！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这里有人工养的娃娃鱼，你买吗？
□本报记者 宋朝

帮您销售

▼7月3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刘楼村贫困户黄秀玲正在察看

“肉鸽”的发育情况。今年以来，观堂镇积极拓宽扶贫渠道，采取因户

施策、对症下药的精准扶贫方式，引导25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搞起了

肉鸽、蛋鸡等养殖项目，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陈臣摄

▲7月2日，太康县转楼乡褚庄村一块芦笋地里，几名村民正在采摘芦笋准备对外销售。为帮助贫困户

早圆脱贫梦，2015年以来，该乡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贫困户种植芦笋等特色农业，带动全乡500

多户贫困户增收致富。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宗贤良摄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6月全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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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种

价格上涨，7种价格持平,38种价格下跌。

粮油价格弱势维稳。6月全省粮食零

售均价较前一月下跌0.19%；桶装食用油零

售均价较前一月下跌0.06%。其中小包装

面粉下跌0.18%，菜籽油下跌0.19%。目前

我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后

期我省粮价仍将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猪肉价格小幅下跌。6月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下跌0.32%。其中五

花肉、精瘦肉分别下跌1.37%、1.28%。天

气炎热，居民饮食习惯趋于清淡，肉类销

售偏淡，预计近期我省肉类价格将延续震

荡回落态势。

鸡蛋价格保持稳定。6月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与前一月保持一致，白条鸡零售

均价较前一月下跌0.81%。受气温持续

升高影响，蛋鸡产蛋率降低，鸡蛋生产即

将进入夏季伏缺期，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

小幅震荡运行。

另外，受天气因素影响叶菜价格上

涨，但整体来看本地菜进入盛产期，市场

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预计后期我省蔬

菜价格总体将保持低位运行。水产品价

格小幅上涨，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将继续

呈小幅波动走势。目前水果市场供应充

足、品种丰富，预计近期我省水果价格继

续波动下行的可能性大。

济源市邵原镇黄楝树村有个娃娃鱼

养殖场，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人工养殖的

娃娃鱼。6月25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养

殖场负责人常小耐，她希望通过豫民帮忙

把她人工养殖的娃娃鱼销售出去。

娃娃鱼又叫大鲵，是一种集保健、药

用、美容于一体的珍贵物种，食之能够促

进人体生理活性，改善人体生理代谢水

平，促进人体蛋白质合成，提高人体免疫

功能，增强抗病能力。享有“水中人参”

“软黄金”等美誉。

在我国，捕获、贩卖野生娃娃鱼是违

法的，但人工养殖的娃娃鱼是可以买卖

的。常小耐的养殖场手续齐全，养殖场

里10~30斤重的娃娃鱼共有73条；1~3

斤重的有 650 条；三四两重的有 1500

条；小鱼苗有1000多条。常小耐说，她

的娃娃鱼人工养殖场是冷水养殖，冷水

娃娃鱼长得慢，一般来说五年才会长到3

斤，所以，人工冷水养殖的娃娃鱼品质更

好。

娃娃鱼也可以作为观赏宠物。因为

是两栖动物，不能见强光，用湿毛巾包上

就能存活48小时，所以不用担心物流运

输问题。

常小耐养殖的娃娃鱼10斤以上的大

约100元一斤，1~3斤的每条价格大致是

250元，小鱼苗每条20元。

如果你想购买娃娃鱼，可以和常小耐
联系，联系电话：15938195564。

“扶贫鸽”帮农户“啄”开致富路

种植芦笋 圆脱贫梦

上月我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
□本报记者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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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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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在建党97周年来临之际，为落实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密切
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福利彩票发行宗旨，6月28~29
日连续两天，由郑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鲁豫率郑州市
福彩中心党员干部走进福彩销售网点、共建社区院内及困难职
工家中，开展福彩慰问帮扶困难党员、群众系列爱心活动，为他
们送上了党的关怀和祝福。

在老党员、困难职工魏晓霞家中，刘鲁豫向她致以节日的问
候，亲手送上米、面、油等慰问品。当问及她近期的身体状况和
家庭生活情况时，魏晓霞显得有些激动，她说：“我是一名老党
员，在病床上一躺就是22年，这些年来，党组织多次来家看望
我、鼓励我，党没有忘记我，不仅给了我生活上的帮助，还给了我
战胜病魔的勇气和支撑生活的力量，现在病情基本稳定，没有进
一步恶化。我平时也未放弃对党章的学习和重温，虽然病了，也

不忘记对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守。”刘鲁豫对她的顽强精神表示赞
许，鼓励她要好好保重身体，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同时，他叮嘱
随行的市福彩中心领导班子，要加大对魏晓霞同志的关怀帮扶
力度，让党内关怀机制进一步落到实处。

在洛河路福彩销售网点慰问现场，郑州市福彩中心李敏主
任对业主张雷近期的销售情况和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
对其销售经营情况进行指导，鼓励他增强业务知识、学习营销技
巧、提高销售量。张雷表示非常感谢市中心对他的关怀与指导，
他会更加努力工作，通过加强学习、扩大宣传、强化服务来提升
站点经营能力和销售水平，同时会将自己对福彩的热爱和对福
彩发行宗旨的了解，向市民和彩民广泛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喜
爱认同福彩、支持购买福彩。

在凯田花园社区，75岁的老党员朱先生家里，郑州市福彩
中心党支部书记沈春兰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详细了解他的
生活状况及实际困难，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希望他能够继续发
挥老党员的余热和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党的事业，多为
郑州发展出谋划策。朱先生动情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感谢福彩中心的关心和帮助。”

沈春兰说，此次“七一”帮扶慰问活动，郑州市福彩中心共为
全市14户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送上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传递了福彩的温情与关爱，这是市中心全体党员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
行动，是对爱心福彩、责任福彩、阳光福彩的心灵诠释和行为展
示。她表示，郑州福彩的爱心活动将继续开展并长期坚持，以惠
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杨伟)

郑州福彩“七一”慰问帮扶
困难党员和群众

“七一”前夕，南阳市民政局举行“庆七一”诗歌朗诵会，南阳
市福彩中心积极参与，并荣获二等奖，展示了福彩人的精神面
貌。

6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南阳市民政局在南阳
新闻中心演播厅举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主题宣讲活动。

为展示福彩形象，南阳市福彩中心精心准备，积极组织，结合

南阳福彩工作实际，抽调专人进行前期朗诵稿的写作，并进行专
门演练，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建党97周年活动中。经过节目
预审、彩排、评比打分，南阳市福彩中心最终获得二等奖殊荣。

正如晚会主持人介绍的，近几年，南阳福彩中心在省福彩中
心和南阳市民政局的领导下，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
行宗旨，坚持“安全运行，健康发展”的方针，求真务实，福彩以每
年4亿多元的福彩销售总量位居全省前列，为社会福利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 （南阳福彩 孙少君）

树形象，南阳福彩亮相南阳“七一”诗歌朗诵会

为增强洛阳市募捐办广大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丰富消防
安全知识。7月1日上午，洛阳市募捐办组织全体职工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及演练活动。

首先，由洛阳市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官兵带领大家参观了消
防车的构造和功能，向大家生动地讲解了新型现代化消防器械
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以及火灾发生时如何应急逃生等知识，

如何拨打求救电话。其次，中福在线销售厅职工还体验了干粉
灭火和逃生演练。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洛阳市募捐办职工的消防知
识，提高了遇险自救的能力，并对消防部队严谨的生活有了更加
深刻的体验，对进一步推动消防安全知识，做到安全生产有着积
极的意义。 （洛阳福彩）

洛阳市募捐办组织全体职工开展消防培训

2018年6月1日开奖的18145期排列五开奖号码是：5、2、

3、1、8，漯河市彩民王先生仅凭两元的直选票喜中排列5一等

奖。6月25日，他在网点业主的陪同下来到漯河体彩分中心领

走了属于自己的大奖。

据王先生讲，他以前没有接触过体育彩票，两个月前开车时

从交通广播上听到有关体彩的事，非常感兴趣，随后自己在手机

上搜索了体育彩票故事——教育助学、医疗卫生、残疾人救助、

全民健身计划、体彩助力小莉帮忙……“这么多利国利民的公益

事业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即我就走进了一家彩票店，尝

试着买了一张两元的彩票。”小小的彩票上醒目地写着：“感谢您

为公益事业贡献0.74元”。原来做公益这么简单，小小的彩票，

包含着大大的公益。

从此他就坚持不断的期期买彩票，只要有时间几乎每期都

会买几注彩票，花钱不多，在默默奉献爱心的同时也给自己买份

希望。

谈起这次中奖的经历，王先生告诉笔者，这组中奖号码是他

随机机选的，当时没想到会中奖，就像平时打彩票一样，每期机

选一注排列彩已成为他的习惯。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晚

上，开奖结果出来后，当他通过手机上网查询得知开奖号码和自

己买的号码一致时，赶紧给彩票店老板打电话确认是否中奖，经

彩票店老板核实确实中奖了，且中了一等奖，总奖金高达10万

元时，王先生高兴得一宿没睡好，中大奖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真

实……

购买中国体育彩票，您在做公益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故事

感动并影响着身边的人，让快乐与美好发生！ （吴靖娜）

漯河彩民喜中排列五一等奖

7月2日，体彩大乐透第18076期开奖，全国爆出4注头奖，

分别被江苏（基本奖两注、追加奖两注)、山东（基本奖1注、追加

奖1注）、广东（基本奖1注）的购彩者擒获。其中，江苏和山东购

彩者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单注多得奖金469万元，使得追加后

头奖单注总奖金达到1250万元，而未采用追加投注的广东购彩

者仅中得1注781万元的基本奖金。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

额达59.5亿元。当期全国共销售1.99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7184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07、18、28、29、32”，后区开出号码

“06、08”。前区大小比4∶1，奇偶比2∶3，开奖号码分布较均匀，

各号段均有开出。其中“18、28”是一组同尾号；“28、29”是一组

大连号；此外，还有一点非常巧合，那就是除“32”以外的4个号

码在近10期内，均开出过两次。目前，前区遗漏时间最长的号

码当数“22、27”，已遗漏16期。后区开出“06、08”一小一大的

双偶数组合。

当期，江苏中出两注追加头奖，其中1注出自南京，中奖彩

票是一张15元5注的追加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1250万元头

奖。另1注出自南通，中奖彩票是一张“7+2”的追加小复式票，

投注金额63元，该票不仅中得一等奖1注，还中得三等奖10注、

四等奖10注，单票中奖金额1255万元。

山东中出的1注追加头奖出自济宁，中奖彩票是一张“8+3”

的追加复式票，投注金额仅为504元，该票不仅中得一等奖1

注，还中得二等奖2注、三等奖15注、四等奖60注和若干小奖，

单票中奖金额1276万元。

广东中出的1注781万元基本头奖出自佛山，中奖彩票是

一张4元2注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

当期，二等奖也惊艳开出127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5.5

万元，其中5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3万元。三等奖

开出1071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2576元，其中458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545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将有59.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7月4日第

18077期开奖。“2元可中1000万，3元可中1600万”，小伙伴

们，买大乐透追加更划算，快到你身边的体彩投注站试试手气

吧。 （张慧慈）

大乐透送出4注头奖
59.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周三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两个，其中：1
万~5万元1个；100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西游记（面值20元）、巅峰对决（面值5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南体彩中心即开游戏部）

（2018.6.25~201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