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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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李科伟

种下猕猴桃 收获“致富果”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刘广申杨巧云

近期我省猪肉鸡蛋价格小幅震荡

信访之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联办

又到了秋季，酸甜可口的猕猴桃陆续

上市了。9月17日，在舞钢市杨庄乡建新

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基地主人李科伟

正在猕猴桃藤下采摘已经成熟的猕猴桃。

李科伟的基地一共种了40多亩猕猴

桃，目前处在盛果期。种植猕猴桃之前，

他家种了几棚香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们在西峡县看到那里的人很多靠种植猕

猴桃致富，一打听，觉得种植猕猴桃比种

香菇省事多了，便萌生了种植猕猴桃的想

法。

“想着容易，做着难啊！搭架子就不

说了，选苗也是难事。而且猕猴桃这种水

果娇贵得很，既怕旱又怕涝，分寸不好把

握，还特别怕碰上恶劣天气。”李科伟说，

他现在种植的猕猴桃品种叫徐香，体型小

且长，果肉细腻，清甜多汁，口感极好。

“开始时买的品种没买对路，到了结

果期，看着结的果子可大，但没到成熟时

果就落了，剩下的几个果摘下来一尝，味

发酸。没办法，只能淘汰。猕猴桃三年才

结果，那三年算是白忙活了。”说起过去，

李科伟满脸无奈。

“俺家的猕猴桃可是纯天然的，不打

农药，也不施加任何化肥。你看那边那几

十头猪，也是俺家养的。把猕猴桃藤下的

草割割，发酵后加上麸子喂猪，猪粪再上

给猕猴桃。”李科伟伸出胳膊说，“猕猴桃

怕除草剂，藤下草全是人一镰一镰割的。

你看我的胳膊上，一条一条细小的白印儿

都是草划伤留下的。”

李科伟的辛苦没有白费。他的猕猴

桃仅去年的销售额就达50多万元。除了

一些在网上销售外，大部分都卖到本市。

还有市民认准了他家猕猴桃，到基地采

摘。

如今，猕猴桃成了他家的“致富果”，

虽说创业路上也有艰辛，但通过自己的

双手创造的生活总是甜蜜的。目前，他

们的小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还住上了三

层小楼……

9月24日，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盛泰达专业合作社社员在收获火龙果。合作社去

年从广东引进红心火龙果苗种植25亩，现在进入盛果期，喜获丰收。亩均产值可达到2

万多元，并带动周边11户贫困户种植红心火龙果，户均年增收1.8万元。 盛鹏谢万柏 摄

郏县的小范到襄城县一家工厂打

工，不料第一天干活就从高处摔下来，受

伤严重。住院治疗期间产生了大量的医

疗费，这笔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小范和厂

方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无奈，小范只好

通过信访来寻求帮助。

襄城县信访局接到信访人反映后，

立即转交县工信委办理。经调查，小范

于7月1日到襄城县一家工厂打工，当天

干活时严重摔伤，后住院治疗。

很无辜 厂家不愿意赔偿

小范受伤后，工厂负责人到医院看

望，但是只答应支付3000元的医疗费。

经了解，小范打工的工厂是当地的一家

民营企业，近几年效益也不是很好。工

厂负责人认为小范还在试用期，上班第

一天就出了事故，他没有为工厂做出任

何贡献，自己拿出3000元已经是仁至义

尽了。

真调解 矛盾解决在基层

案件转交到县工信委后，包案领导

副县长李珂指示要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好，襄城县工信委主任陈旭光想到伤者

还在医院苦苦等待结果，就毅然接下这

个重担，组织人员全力攻坚化解。

县工信委工作人员分别到工厂和医

院与工厂负责人和伤者见面，联系召开

协调会。会上，小范提出了一次性补偿5

万元的要求，而厂方表示最多补偿3万

元，最终未能协调成功。

县工信委同志毫不气馁,总结经验

教训，继续做双方思想工作。他们拿出

有关法律条文，举出类似的伤害赔偿案

例，分析司法途径和信访调解的利弊，使

双方的分歧进一步缩小。在第二次协调

会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厂方一次性赔

偿伤者医疗费4.5万元。在律师见证下，

双方签署了正式的赔偿协议，厂方将赔

偿款如数打入小范指定的银行账户，该

起信访事项得到圆满解决。

本案中，小范与厂方已形成事实上的

劳动关系，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

工作原因受伤应为工伤，用人单位就要承

担员工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襄

城县工信委处理信访问题不推不拖，想方

设法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仅用半个多

月的时间就妥善化解了这起信访事项，这

种为民解难的工作作风值得点赞。

红红火龙果 喜获大丰收

打工第一天摔伤 用心调解获赔偿
——襄城县工信委妥善化解一起工伤信访事项

□本报记者 李躬亿 通讯员 李菁宋华礼

临颍县突出关键节点整治“帮圈文
化”

“帮圈文化”专项排查行动开展以

来，临颍县严格落实中央、省、市有关

部署要求，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加大明察暗访和宣传力度，营造更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该县纪委监察委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开展本单位公职人

员自查的同时，把开展“帮圈文化”专

项排查作为重要内容，深刻剖析“帮圈

文化”产生的根源以及危害，不断筑牢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节日期间，该县纪委监察委将进

一步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全覆盖”对

城区和乡镇的饭店、酒店、私人会所、

农家乐等场所进行监督抽查。注重拓

宽信息来源渠道，实现“在线”监督全

天候、无死角。同时，将审计部门的工

作重心向“帮圈文化”问题线索发现倾

斜，切实找准影响政治生态的“污染

源”。（宋韶旭贾易）

双桥小学开展九一八纪念活动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7周年，为

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

们的爱国热情，日前，郑州市双桥小学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纪念活动，号

召全体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

前行，振兴中华。此次活动的开展让

孩子们珍惜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缅

怀先烈，刻苦学习。（韩雪）

双桥小学开展“中秋话团圆”活动
在今年中秋佳节之际，郑州市双桥

小学开展了“中秋话团圆”主题系列活

动。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师生

了解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情，对全体学生再一次进行了“感恩”教

育，增强了广大师生民族自尊心、自信

心、自豪感，促进了学生们的快乐成

长。（韩雪）

书香增色农商银行
为更好地推进洛阳农商银行自

贸区科技支行“书香建设”工程，不断

提升员工综合素质，近日，该支行联合

洛阳日报洛浦漫步写作平台举办了

“书香进农商—写作分享交流会”，原

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庄学应邀出席

了活动。（乔艳丽）

宜阳县林业局组织参观学习中
信重工焦裕禄事迹展览馆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宜阳县林业局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先后参观了焦

裕禄事迹展览馆、杨奎烈先进事迹展

览馆、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听取了

中信重工团委书记李华敏关于“党群

建设、红色教育”座谈会，全体党员受

益匪浅。（刘孝国）

完善机制提升审查逮捕案件质量
近年来，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完善侦

查监督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审查逮捕案

件质量，去年以来，所办案件有2起案

件被评为全市侦查监督“十佳精品案

件”。一是统一执法思想，转变司法理

念。教育干警牢固树立科学的、正确的

执法理念，正确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

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二是

实行全面审查，严把证据关口。把全面

审查和合理使用证据作为审查逮捕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认真审查有罪

的证据，也注重无罪、罪轻方面的证

据。三是强化提前介入，积极引导侦

查。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主动提前介

入,对侦查取证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四是注重对社会危险性的分析适用。

严格审核事实、情节、主观恶性大小等

情况，做好办案风险评估，准确适用逮

捕措施，准确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有效

化解社会矛盾，保障案件质量。五是规

范文书制作，确保卷宗质量。严格依照

规定的办案程序，案件所适用文书均按

照格式制作，卷宗装订符合立卷归档的

有关规定。（李洪波）

9月25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品种丰

富，价格稳中有涨。重点监测的60种商

品,35种上涨，20种下跌，5种持平。

粮油价格弱势维稳，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与前一周保持一致；桶装食用

油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06％。目前

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

后期粮油价仍将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小幅下跌，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27%；牛肉零售

均价上涨 0.5%；羊肉零售均价上涨

0.37%。其中鲜猪肉、精瘦肉分别下跌，预

计后期肉类价格整体将呈小幅震荡态势。

受中秋节消费提振，鸡蛋需求量增

加，导致价格上涨。随着天气转凉，蛋鸡

产蛋量有所回升，鸡蛋整体消费阶段性

高峰基本结束，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呈

波动下行。

蔬菜价格持续走高，上周全省蔬菜

批发价均价较前一周上涨5.48%。重点

监测的18个品种，4种下降，14种上涨。

从具体品种看，叶类蔬菜中的油菜、圆白

菜、生菜、芹菜、大白菜分别上涨10.08%、

6.53%、3.55%、1.86%、1.36%。国庆将

至，蔬菜市场需进一步增加。秋分过后，

冷空气活跃，蔬菜的采摘和运输成本增

加，预计近期蔬菜价格仍有上涨的空间。

上周，全省水产品批发均价较前一

周上涨2.1%。其中淡水鱼以跌为主，鲤

鱼、鲫鱼、鲢鱼分别下跌3.33%、3.23%、

0.34%，海水鱼以涨为主，小黄花鱼、大

黄花鱼、小带鱼分别上涨，预计近期水产

品价格将延续涨势。

□本报记者 杨青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秋风送爽，也送喜。就在大家都沉浸
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享受中秋佳节的团
圆时刻，福彩双色球也为我们河南彩民送
来了一份中秋佳礼。第2018111期双色
球大奖花落信阳市，赏月、吃月饼、品佳肴
的同时，更有一份喜出望外的大礼来敲门。

中秋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信阳市
彩民王先生（化名）就来到了河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第2018111期，41150111
号投注站，真的是太巧了！恭喜您，先
生！”见到如此巧合的中奖彩票后，福彩工
作人员也不禁吃了一惊。“以前只知道双

11是光棍儿节，是天猫购物节。原来111
是我们的福彩双色球大奖啊！真的是太
巧合，也太幸运了！恭喜您中得福彩双色
球第2018111期一等奖，奖金560万。”

“真的是很开心，机选的一组8+1，买
了两年，真的就中一等奖了！”王先生见到
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后开心地说。据了解，
李先生是福彩的老彩民了，一直有购彩的
习惯，每一次都抱着一颗平常心理性购
彩。王先生跟我们工作人员说道：“福利
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是慈善事业。我就
想着吧，能中奖固然是好事，是我的幸
运。不能中奖，我就当是为国家慈善公益

事业做贡献了。做好事也是很开心的。”
也许就是这样一颗慈善平和的心，让福利
彩票双色球大奖对这位善良的王先生格
外青睐吧。在中秋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
福彩双色球大奖花落信阳市的王先生。

平常心、公益心、慈善心、持之以恒
……也许这就是中大奖的秘诀。我们衷
心祝愿每一位福彩彩民能够得到大奖的
青睐，也提醒每一位彩民一定要理性购
彩。福彩愿与每一位彩民朋友肩并肩、手
牵手一起发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你们
带来幸运与快乐。也许下一个大奖得主
就是您。 （郑文婷）

金秋送喜，福彩双色球大奖花落信阳

济源彩友同心协力，合买再中福彩22选5头奖
9月16日，中国福利彩票“22选5”游戏进行第2018252期

开奖。当期号码为01、11、14、17、18。头奖3注，每注19872
元，其中一注喜落济源市五龙口镇尚庄村41168007号投注站。

9月21日，中奖站点业主陈先生（化姓）带着中奖彩票来到
济源募捐办兑取奖金。在等待办理兑奖手续时，陈先生向大家
揭开了击中大奖的“妙招”，原来此次揽获“22选5”游戏大奖又
是“它”的功劳——合买复式彩票。

据了解陈先生原来就是中奖票上所打的济源市五龙口镇
尚庄村投注站的业主。这次一等奖的中奖者并非自己一人，而
是8个人！陈先生讲，合买能够分散资金压力、提高中奖概率等
优点而且能让彩民参与的积极性更高涨。因此他作为一名投注
站业主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为了让彩民花更少的钱，中更大的
奖，他果断决定组织合买团，不仅有22选5合买团，还有双色球
合买团。

自从组织了合买团后，他每天会在群里发起一组“22选5”
游戏8码复式号，还有双色球自选号，期期不落，从组织到选号
再到购买他都是亲力亲为。今年的第一注22选5大奖就是他
组织合买，并且追了几期，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博得了头
奖。而且去年他组织合买的“22选5”游戏也中了两次头奖。

在合买过程中，大家互相了解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

为基本上每次都是站长负责看走势、选号码，然后在微信群里通
知大家，他们都很信任站长，他每次也都会认真选号。有时错过
大奖，站长都会很愧疚，给大家道歉。合买彩民也都会安慰他，
说彩票中奖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这次不中，下次还有机会，就
是这样一份信任，让他们有了默契，期期不落地坚持下来。

陈先生说：“我特别喜欢合买的这种方式，投入不多，还能有
回报，人多就是力量大，希望我们这个幸运的微信群里还能有更
多的人参与合买，有更多的人中大奖。以后大伙会继续一起努
力，幸运之神一定还会降临！也感谢福彩、感谢投注站给我们带
来了这么大的幸运，回去以后我们都要好好规划奖金，都用在有
意义的事情上。”

一个投注站多次拿下头奖，该是一件多么幸运、值得开心的
事。当然这也离不开投注站站主的认真经营，最重要的是离不
开彩民朋友们对福彩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

福彩“22选5”是河南省独具特色的地方游戏，彩民只需从
1~22个号码中选出5个，即可投注。“小玩法、大奖金”“盘小好
抓球”一直是它独有的魅力，更被彩民誉为“万元户生产线”，深
受彩民喜爱。希望彩民朋友们不要错过购彩良机，为自己赢得
一份幸运。在积极参与的前提下，理性投注。

（河南福彩）

3注头奖庆中秋。9月24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8112期开奖，

全国共送出3注头奖，1注为1491万元追加头奖，2注为931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上升至65.21亿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03、07、08、09、29”，后区开出号码

“09、10”。中秋之夜，0字头号码格外活跃，前区一下开出了4个

0字头号码，且均为近期热码。其中“03”重复上期开出，“07、

08、09”为一组三连号。唯一的非0字头号码“29”与“09”呼应，

组成了一组同尾号。后区开出“09、10”一奇一偶的大连号组合，

且同为近期偏冷的号码，此前已分别休息了11期和9期。目前

后区最冷号码为消失了18期的“08”。

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1491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宁德，

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5注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追加头奖。河

南中出的931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许昌，中奖彩票是一张前

区2胆4拖+后区1胆4拖的胆拖复式票，单票擒奖956万元。

内蒙古中出的931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呼和浩特，中奖彩票

是一张7+2组合复式票，共投入42元，单票擒奖935万元。

当期，二等奖全国共开出88注，每注奖金为7.65万元，其中

3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4.59万元。三等奖开出856

注，每注奖金为3112元，其中34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1867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小幅攀升，滚存至65.21亿元，再

创历史佳绩。节庆过后，大乐透精彩继续！ （王延锋）

3注头奖庆中秋
大乐透奖池滚存至65.21亿元

竞彩周三强档：红军主场不败，皇马挑战克星
周三036 利物浦VS切尔西
比赛时间：2018-09-27 02:45
利物浦上周末主场3比0轻取南安普敦，两条战线7连胜也

创造了队史126年来的最佳开局，这也是主帅克洛普执教生涯的

第600场比赛。切尔西上周末做客在浪费多次机会后被西汉姆

联0比0逼平，赛季全胜势头被断。两队周末联赛还有直接对话，

这场比赛估计都会有所保留，主场作战的利物浦可以稍微看高。

周三043 热刺VS沃特福德
比赛时间：2018-09-27 03:00
热刺上周末联赛做客2比1小胜布赖顿，止住之前联赛欧冠

三连败的颓势，头号射手哈里·凯恩点球破门打破三场球荒，替补

出场的前锋拉梅拉锁定胜局。沃特福德上周末做客1比1战平富

勒姆，取得新赛季首场平局，前锋格雷开场2分钟闪电破门；中场

德乌洛费乌本周开始恢复正常合练，随时有机会复出。热刺防线

变得不太牢靠，但主场作战，他们胜望应该还是相对略大，但大胜

估计不容易。

周三049 那不勒斯VS帕尔马
比赛时间：2018-09-27 03:00
那不勒斯上轮客场3比1击败都灵，前5轮4胜1负排名积

分榜次席，主场两战全胜；前锋维尔迪上轮破门打进加盟那不勒

斯后首球，前锋因西涅上轮梅开二度。帕尔马上轮主场2比0击

败卡利亚里取得两连胜，前5轮2胜1平2负，客场1胜1负；两名

前锋热尔维尼奥和因格莱塞上轮各进1球，中场穆纳里、斯科扎

雷拉和前锋比亚比亚尼等4人有伤，中场格拉西因伤可能继续

休战，前锋卡拉约继续停赛。

周三052 塞维利亚VS皇家马德里
比赛时间：2018-09-27 04:00
塞维利亚继欧联杯大胜后，上周末做客6比2击败莱万特，

本耶德尔连续两场比赛打入5球，萨拉比亚上轮取得进球并贡

献三次助攻。皇家马德里上轮1比0小胜来访的西班牙人，相比

欧冠3比0击败罗马，主教练洛佩特吉轮换了5人，贝尔、马塞

洛、纳瓦斯等人得到轮休，阿森西奥打入制胜球，洛佩特吉赛后

对于球队下半场的表现提出了批评，伤病是后卫卡瓦哈尔。塞

维利亚连续大胜士气不错，不过对手实力始终不强，而皇马主力

球员都将回归，此战还是倾向皇马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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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