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戴晓涵

3
农村版 电话∶0371-65795707 E－mail∶henanbangmang@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刘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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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丘县77岁老人齐克敏

俺的宋源贡梨熟了

□本报记者杨青 一人打工学艺
返乡造富乡里

□本报记者李东辉

“往后，我准备带领俺们村里几十户

愿意种植葡萄树的贫困户，无偿给他们

传技术、供应苗，都要让他们摘掉贫困帽

子，共同走上小康道路。”这是原阳县靳

堂乡退伍军人李世田给贫困群众许下的

承诺。

李世田是靳堂乡曹庄村一名普通农

民，1980年退伍返乡。今年已经62岁的

李世田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因建筑事故

导致终身残疾，李世田一家为此也曾一

度消沉，甚至陷入贫困，是十里八村有名

的贫困户。

痛楚过后，在孩子们的帮助下，2013

年，他毅然在自家田里试种了一亩葡萄

树。由于爱钻研、不认输，第二年，这一

亩葡萄树的收入便达到了8000元。在

随后的几年里，李世田通过土地流转，先

后把自己的葡萄种植园扩展到了五亩、

十亩、三十亩，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五十

亩的面积，亩均种植净收益也从最初的

8000元提高到了现在的16000元。

靠辛勤劳动和努力奋斗，李世田脱贫

致富了，但曾经备尝穷困滋味的李世田富

裕后，首先想到的是村里的贫困群众，他

不仅吸纳了一个个贫困群众来园里务工，

从事采摘管理葡萄工作，而且还向乡亲们

承诺:“凡有意发展葡萄种植者，俺全程无

偿跟踪技术指导，苗木也无偿提供！”

近日，时值葡萄采摘旺季，由曹庄村

贫困群众自发组织的盘鼓队专程到李世

田的葡萄园。震天响的盘鼓敲出了贫困

群众对李世田的敬意和感激，敲出了贫

困群众立志脱贫、建设黄河滩区的决心

与信心。

9月7日，光山县晏河乡

杨坳村信阳乐幼园实业扶贫

车间里，杨传晶正在和工人一

起生产幼儿园实木床等产

品。 30 岁的农民杨传晶

2005年在北京打工学到幼儿

教具制造技术及企业管理技

巧，去年返乡创办了信阳乐幼

园实业有限公司，并吸纳了59

名当地贫困农民务工，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9人，人均年增

收3.2万元，使他们当年走上

了脱贫致富路。谢万柏 摄

滑县小铺乡刘成（化名），因为3分耕

地问题从2016年以来通过网上投诉、领

导信箱、手机短信以及人访等形式向信访

部门反映数十次。两年来，乡、村两级多

次组织协调化解，问题一直无法解决，3分

耕地成了村里的“老大难”。今年8月，滑

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办公室采用"2+

3"听证模式使问题得到彻底化解。

三分耕地引发反复上访

事情要追溯到1993年。据刘成所

述，当时组里为其增补了3分耕地，由于

地块小不便耕种，他就承包给了一家五

保户，这位五保户每年给刘成一定承包

费。1996年五保户把自己的耕地连同

刘成的3分耕地承包给了本组刘兵（化

名）。2013年五保户与刘兵签订遗赠扶

养协议，答应财产由刘兵继承。2015年

五保户去世，2016年信访人要求刘兵归

还耕地，刘兵不承认承包了刘成的耕地，

双方发生纠纷。刘成多次向信访部门

反映该问题，由于时间久远，缺乏足够证

据，两家各执一词，乡、村多次调解无果。

矛盾升级化解陷入困境

由于耕地问题没有化解，刘成反映

的问题不断升级。2017年土地确权时，

信访人反映五保户的耕地不应该确权

给刘兵。2017年12月又反映该组另一

块耕地在土地确权中生产路的宽度有

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基本上是围绕3分

耕地提出的。很显然，两家的矛盾越来

越深，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将对村组甚至

乡里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两级听证彻底解决难题

为有效化解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让

多年纠纷得到解决，滑县复查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群工部部长王相峰多次召集

滑县农业局、小铺乡政府有关人员对信

访人反映问题进行研讨会商。

经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在统一

乡村两级认识的基础上，县复查办、小铺

乡政府组织相关问题“知情人士、社会知

名人士和职能部门人员”进行听证调解，

经过多方协调，终于使信访事项柳暗花

明。鉴于信访人反映问题时间久远、当事

人过世、直接证据缺失等原因，对其主张

的3分耕地权属不做变更，即仍由刘兵承

包。但是结合五保户曾经给刘成3分地的

承包费以及其他复杂原因，协调会决定由

乡、村对刘成给予一定补偿。调解协议达

成后刘成非常满意，对五保户耕地、生产

路及树木等其他诉求全部停访息诉。

这起信访事项时间久、取证难，农村

老人供养继承习俗与法律存在一定冲

突，化解起来难度很大。滑县复查办采

用“2+3”听证调解方式彻底化解了问

题。“2+3”听证调解中的“2”指的是二级

听证，“3”指的是“知情调解、社会调解、

政策调解”三种调解方式。“知情调解”是

与争议双方无利害关系的知情人员参与

调解。“社会调解”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离退休干部等社会公众人员参与调

解。“政策调解”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及法

律工作人员参与调解。“2+3”听证调解增

强了调解的政策性、公信力和亲和力，在

一些疑难复杂信访问题的调解中可以发

挥很好的作用。

9月9日，封丘县潘店镇潘店村200

多亩贡梨园开园，拉开了一场大型爱心

采摘活动的帷幕。

贡梨园园主是被称为“贡梨老人”的

齐克敏，她扎根农村几十年，是村民心目

中的女强人。本应安享晚年的齐克敏老

人，在家庭遭受巨大变故的情况下，流转

200亩土地种植了素有“生命之果”之称的

宋源贡梨。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贡梨进

入了盛果期，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

据齐克敏的女儿王庆玲介绍，她的母

亲是个伟大的女性。由于市场不景气，老

母亲的梨一直卖不出去，再加上虫吃鸟

叼，家里一度陷入困境。果园管理因没有

资金，又加上地块不连片，浇地时老人一

人管三四个水泵。母亲吃住在果园，贡梨

快成熟时，几乎整夜不休息，像对待孩子

一样操碎了心，守护着她心中的“希望果

园”。果园里连续四年没有收入，工人工

资、地租等现在还拖欠着。年轻人不愿来

这里干活，跟着贡梨老人干农活的都是老

太太们，几乎没有工资，她们每个人的手

上都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村里的老

百姓同情她，从内心拥护支持老人创业，

三年没收她的地租。

齐克敏老人动情地说：“陪伴我干活

的老姐妹和百姓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当

大家聆听到老人的创业历程时，在场的

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如果您想买贡梨，可以和老人联系，

让老人高高兴兴地把梨种下去，还上家

庭的债务。

联系人：王庆玲
电话：155166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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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退伍军人李世田 葡萄园里扶贫忙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卞瑞峰王学伟

听证“2+3”化解“老大难”
——滑县复查办成功化解一起疑难信访事项

帮您销售

信访之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联办

近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召开

2018年秋季安全大检查启动会，对秋

季安全大检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

全体干部员工鼓足干劲，扎实工作，确

保秋检工作顺利完成，为迎峰度冬打下

坚实基础。今年夏季，泌阳县域雷暴大

风天气频发，时段性出现高温天气，电

网负荷五创新高，电网经受住了巨大考

验。目前迎峰度夏工作已接近尾声，经

受了高温大负荷下的设备存在如接线

处发热老化、变压器过负荷运行的各

类问题，该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全面开

展秋季安全生产大检查自查活动。发

现隐患要及时进行整改，对自查出的

其他问题，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制订详细的整改计划。9月21日后将

组成检查组，由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亲

自带队对各单位秋检自查情况进行检

查，及时制订详细务实的整改方案，切

实抓好整改落实工作。（王超）

泌阳县供电公司：秋检工作正式启动

9月11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上

周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

格稳中有涨，鸡蛋价格有所回落。

粮油价格略有调整，上周全省粮食零售

均价为5.35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9%；

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03元/升，较前

一周上涨0.56%。立秋过后，天气趋凉，粮

油消费需求回升，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将

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稳中略涨，上周全省鲜猪肉

零售均价为25.49/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24%；鲜羊肉零售均价为61.76/公斤，

较前一周上涨0.63%；鲜牛肉零售均价为

60.73/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53%；猪瘟

疫情对全省养殖业的供应能力造成的冲

击相对较小，加之“双节”临近市场预期较

好，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鸡蛋价格止涨回落，上周全省白条鸡

零售均价16.1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44%；鸡蛋零售均价为9.23元/公斤，较

前一周下跌0.97%。自猪瘟事件爆发以

后，居民多选用鸡肉作为替代品。天气

转凉，蛋鸡产蛋率增加，鸡蛋供应量增

多，预计后期禽蛋价格将在现有价位小

幅波动。

蔬菜价格延续涨势。上周全省蔬菜

批发价均价为3.34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5.03%，部分蔬菜处于上市初期或者尾

期，上市量有所减少，但市场需求并没有

随之减少，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仍将延续涨

势。水果价格小幅上涨。

近期我省粮油猪肉价格
以稳为主

□本报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李菁宋华礼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9月9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18105

期“井喷”17注头奖，其中10注头奖花落

河南，出自焦作41088401投注站，为一

张单注10倍票，投注金额20元，成为当

期最大赢家。

开奖之后，中奖喜讯不胫而走，20元

就换来6257万元大奖，可谓是十二分的

幸运。9月10日上午，焦作大奖得主刘先

生火速现身省福彩中心领奖，现场毫无保

留地讲述购彩经历。

“彻夜未眠，完全想不到，真的是意

外的惊喜，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刘先生

说，他购彩有几年了，但很“业余”，有时机

选，有时自选，没有固定的投注方式，也不

坚持每期都买，偶尔想起来了，才会去买

几注双色球。“每次买彩票的时候，我就想

着中了几万元就满意了，从来没想过要中

几千万元。”

同时，刘先生购彩有个特点，有时候

会自选一注倍投或一个小复式，守号投

注，只要中奖了，就停买一段时间，然后再

购彩。“我觉得好运不会持续，有时停一

下，好运才能连着来。”据介绍，这次中奖

的号码是他前段时间凭感觉选的，并进行

了10倍投注，一共守了3期便命中巨奖。

然而最“惊险”的是，双色球第

2018104期蓝号开出的是01，这期开出

的也是01，为何刘先生还会购买呢？“上

期我没有买双色球，如果上期买了，能中

50元，那么我肯定暂停一段时间了，也就

不会有现在大奖了。”刘先生说，现在回想

起来，真的是意外和巧合。

就这样，好运降临时真的是挡都挡不

住，当晚开奖后，刘先生激动万分，彻夜难

眠。第二天一早，他便赶来领奖，用他的

话说就是早领早安心。现场，刘先生自愿

向河南省慈善总会福彩慈善基金捐出善

款50万元，以此回馈社会。（张琛星）

彻夜未眠
焦作彩民喜领双色球6257万元

1800万元
河南福彩“快3”大赠票火热进行中……

金秋九月，惊喜再来！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彩“快3”的关心

与支持，河南省福彩中心已于9月3日起在全省范围内，针对“快

3”开展1800万元大赠票活动。

据了解，此次福彩“快3”赠票活动针对二同号单选、三不同

号（包括以复式、胆拖、组合玩法投注此两种玩法）投注方式，直

到1800万元赠完为止。

赠票期间，参与活动的中奖者将另外获赠中奖金额35%比

例的“快3”彩票，例如，“二同号单选”单注奖金80元，将获赠28

元的彩票；“三不同号”单注奖40元，将获赠14元的彩票。

福彩“快3”是指以3个号码组合为1注进行单式投注，每个

投注号码为1~6共六个自然数中的任意一个，每注金额人民币2

元，也可进行多倍投注。自2014年9月在河南上市以来，以趣

味性强、返奖率高、中奖容易、奖金固定、快速开奖等特点，深受

广大彩民的喜爱。此次1800万元大赠票活动再次送去惊喜，中

奖得赠票，好运不间断，届时彩民将收获更多实惠。

（福彩中心）

9月10日，体彩大乐透第18106期全国共开出2注千万元
头奖。其中，1注为1600万元（含6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头奖，出自云南；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四川。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1600万元头奖落于昆明，中奖彩票
为一张6+4复式票，投入108元，单票中奖1674万元。四川中
出的1000万元头奖落于广元，中奖彩票为一张6+3复式票，投
入36元，单票擒奖1024万元。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来自云南的这位幸运购彩者，在头奖方面要多拿了600万元
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头奖奖金达到了封顶的1600万元。

二等奖开出84注，每注奖金为10.74万余元，其中30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6.44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17.19万元。三等奖开出707注，每注奖金为4920元，其
中26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952元，追加后，三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7872元。

奖号方面，前区04、14、17、24、31分布较为零散，各个号段
上均有号码开出。最小号码开出0号段上的04，该号为之前前
区最冷的号码，已“隐身”26期未开；1号段上开出14、17，14为
隔期开出号码，该号于最近6期之内开出4次，大热；2号段上开
出24，该号于最近5期之内开出3次，较热；最大号码开出3号段
上的31，该号复制上期（第18105期）奖号。后区开出01、04两
个小号。最近5期，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5比5，持
平。整体上看，本期前区和后区尾数为4的号码走俏，共开出了
4个“04、14、24+04”。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64.72亿元滚存至9月12日（周
三）开奖的第18107期，这一水位较上期继续上涨，再次刷新历
史最高纪录。每花两元钱购买1注大乐透，就有0.72元用于社
会公益事业。“2元可中1000万元，3元可中1600万元”，盛产千
万元头奖的体彩大乐透与你周三继续约起！ （体彩中心）

大乐透开两注千万头奖
奖池升至64.72亿元

周三001 福冈黄蜂VS横滨FC
比赛时间：2018-09-12 18:00
福冈黄蜂在上周六的强强对话中惨遭松本山雅补时绝杀，

球队遭遇近6个主场首败，排名也退居日乙积分榜第六位。横
滨FC上轮客场不敌东京绿茵后结束4连胜，目前在少赛一场的
情况下落后直接升级区5分。入选了日本国青队的前锋齐藤光
毅继续缺阵，中场中里崇宏和前锋立花步梦有伤在身。福冈黄
蜂为了保持住直接升级的希望，周中的这场补赛就绝不允许本
赛季第二次连败的发生，鉴于近10次主场对阵横滨FC7胜2平
1负的往绩优势，此战可稍稍看好主队。

周三004 华盛顿联VS明尼苏达联
比赛时间：2018-09-13 07:30
华盛顿联上周末在客场1比1惜平纽约城，他们一直领先

到第86分钟才让对手追平比分，球队最近4轮联赛1胜1平2
负，目前在少赛两场的情况下落后东部第六名蒙特利尔冲击5
分，仍有获得季后赛资格的希望。明尼苏达联最近5轮联赛1平
4负，唯一拿分的比赛是在客场2比2逼平洛杉矶银河。华盛顿
联本赛季31个积分中的22分取自主场，而明尼苏达联则是美
职联客场成绩最差的队伍，本赛季前13个客场仅录得1胜1平
11负。此战当正路看好正在全力冲击季后赛名额的主队。

周三005 弗拉门戈VS科林蒂安
比赛时间：2018-09-13 08:45
弗拉门戈上一轮巴西杯淘汰了格雷米奥，上赛季他们杀入了

巴西杯决赛但是点球输给了克鲁塞罗。目前队内没有重要伤员，
两名国脚帕克塔、库埃拉尔也会在参加完国际比赛后赶上比赛。
科林蒂安上一轮淘汰了沙佩科恩斯，自2009年以来再次进入巴
西杯四强，那一年他们最终夺冠。上周末新教练文图拉首演在德
比战中输给了帕尔梅拉斯，伤兵是中场雷内。科林蒂安各项赛事
近7个客场仅取得1胜6负，首回合弗拉门戈应能坐和望赢。

周三006 帕尔梅拉斯VS克鲁塞罗
比赛时间：2018-09-13 08:45
帕尔梅拉斯上一轮巴西杯淘汰了巴伊亚，最近一次在巴西

杯中夺冠是2015/16赛季，近期球队在巴甲中取得7胜2平状
态火热，两名伤兵是中场斯卡尔帕和格拉，前锋博尔哈结束国家
队比赛后也有望赶上比赛。克鲁塞罗是巴西杯卫冕冠军，上一
轮他们惊险淘汰了桑托斯。后卫德德结束国家队赛事后有望出
战，中场德阿拉斯卡埃塔等三人养伤。帕尔梅拉斯状态更佳，不
过近8次交锋对克鲁塞罗无胜，此战稳妥一点可补平局。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
注，请注意控制购彩金额。 （体彩中心）

竞彩周三强档：巴西杯强强对话主队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