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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
长）“乖，再有什么困难就告诉阿姨，阿姨

和你一块儿解决，好吗？”1月9日，在平顶

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李三庄小学的留守儿

童亲情家园内，该区人大代表高雅环一边

帮12岁的留守儿童刘志华试穿羽绒服，

一边关心地说。

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务工，缺少家人关

爱的刘志华既要照顾自己，又要照顾患病

母亲，尽管身边不乏来自社会和学校的关

怀，但他本人依然心事重重，很少露出开

心的笑容。高雅环的关怀呵护让刘志华

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忍不住轻声啜泣了起

来。

当天上午，来自该区的11名人大代

表共为李三庄小学的130余名留守儿童

捐赠了羽绒服、学习用品等价值6000余

元的救助物资，并与刘志华等11名父母

常年在外的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子，对他

们进行长期帮扶。

去年7月份，该区人大针对辖区留守

儿童进行了专题调研，决定在加大留守儿

童日常帮扶的基础上，鼓励全区人大代

表，自愿与生活相对困难的留守儿童结成

帮扶对子，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对他们进行

定期照顾。

全面排查。湛河区人大联合区教育

局及各乡（街道），到辖区农村学校进行全

面走访调查，建立台账，详细登记每个留

守儿童的家庭收入和家庭成员的基本情

况，了解他们的个性特征，全面掌握他们

的学习、生活状况及家庭是否发生过重大

变故等信息。通过筛查，对90余名生活

困难的留守儿童进行专门造册，并根据他

们的生活、学习和成长状况，注明需要帮

扶的重点。

精准施策。在全面掌握困难留守儿

童现状的基础上，湛河区人大动员有爱

心、有能力、有教育专长的人大代表主动

参与到帮扶活动中来。要求人大代表按

照分类结合、就近结对的原则，主动与这

些留守儿童对接，对他们进行全面了

解。在此基础上，按照“一个儿童一套成

长计划”的标准，由人大代表根据留守儿

童的家庭情况、学习程度、学习习惯、性

格特征等情况，有针对性地确定培养思

路、拟定帮扶计划，精准推进留守儿童帮

扶措施。

联手推进。通过沟通，由教育部门搞

好配合，协助人大代表利用各学校的留守

儿童温馨家园、乡村少年宫、心理咨询室

等现有教育场地，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的

结对帮扶形式，对留守儿童展开帮扶教育

活动。同时，由任课教师协助人大代表，

组织留守儿童参加各类社会性活动及互

帮互助活动，共同培养留守儿童的社会参

与意识和阳光向上的心态。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区已有47名人

大代表与92名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子，

开展相关帮扶活动150余起。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
处不断提升“路长制”工作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路长制”工作水

平，按照市区两级要求，管城区城东路

街道办事处做到“四个明”，不断推进

“路长制”工作落实。一是做到目标

明。二是做到台账明。三是做到措施

明。四是做到责任明。（通讯员杨丹）

1月10日，民权县双塔镇秣坡村农民孟学超在给鸳鸯鸭喂食。今年46岁的孟学超瞅准商机喂养鸳鸯鸭，年出售鸳鸯鸭2万余只，每只

纯收入20余元。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已有10多户农民喂养鸳鸯鸭，鸳鸯鸭俏销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韩建摄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何平李
萌）寒冬时节，台前县吴坝镇姜庄村村民姜

英明在黄河滩涂上种植的大片莲藕迎来丰

收，荷塘一派繁忙景象。1月11日，记者见

到姜英明时，他双脚插在刺骨的冰水中，正

用高压水管冲洗淤泥破冰采藕，一边劳作、

一边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的10多亩莲藕

个个雪白脆嫩，周边收购商都抢着采购。

姜英明说，今年藕亩产量能达七八

千斤，莲藕用黄河水浇灌，甜、脆，营养丰

富，最长的能达到1.7米，平均每年每亩

能为他带来一万多元收入。姜英明已经

种植了八个年头，正是这小小的莲藕让

他告别了穷日子。

据了解，位于豫鲁交界的台前县因

黄河曾经断流而留下了一片背河洼地，

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引导农民调整种植

结构，鼓励村民大力发展莲藕浅水种植，

帮助农户解决技术、资金等难题，使之成

为农民致富的一项主导产业。姜英明正

是抓住了种植莲藕的机遇，成了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面对着不断鼓实的腰包，

他正盘算着来年继续加大投入，与周围

百姓一道，集中连片改造藕田，发展莲下

养殖和观光旅游，提高莲藕种植效益，早

日致富奔小康。姜英明说，下一步还要

扩大生产规模，把莲藕销往全国。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潘飞）

“这下可好了，再也不用跑半里路挑水吃

了。”1月8日，家住邓州市龙堰乡张营村

的贫困户史云珍一边拉着检验人员的

手，一边拧开了厨房门前的自来水龙头，

看着哗哗流出的自来水，老人开心地说，

“尝尝！尝尝！俺就没喝过这么甜的

水。”

据了解，去年该市投资5805万元，解

决及改善17个乡镇58个村约12万农村

居民的集中供水问题，工程于去年10月

完工，实现了贫困村集中供水全覆盖。

计划总投资约1.47亿元的赵集水厂也

已开工建设，建成后，将使28万余人受

益。

为确保贫困人口长期用上安全水，该

市成立了农村安全饮水管理总站，争取维

修基金390余万元，强化领导和人员力

量，市安排人员到各乡镇指导饮水安全工

作，乡镇主要领导和村委干部协调指导辖

区内各水厂的管理工作，同时，在饮水安

全工程后期管理中合理开发公益性岗位，

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确保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后期管护得力，运行通畅，为脱贫攻

坚助力。

截至目前，该市共建成饮水工程集中

供水厂335座，解决了全市26个乡镇、

510个行政村约130万农村居民的饮水

安全问题，建立健全了系统的运行管理和

监督监测机制，不定期对全市各乡镇饮水

安全推广覆盖情况进行督查，有效地改善

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了农村

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步伐。

平顶山市湛河区

人大代表结对帮扶乡村留守儿童

邓州
“放心水”滋润
贫困群众心田

吴坝镇姜英明

土里刨“金”忙 莲藕产业兴

民权鸳鸯鸭养殖富农家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购销活跃，价格

稳中有涨。重点监测的60种商品中,29

种价格上涨，19种价格下跌，12种价格

持平。

粮油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19%；桶装食

用油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06%。其

中小包装面粉下跌1.05%；菜籽油、花生

油分别下跌0.06%、0.04%。目前全省

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后期

粮油仍将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延续弱势,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53%；其中鲜

猪肉、五花肉分别下跌1.01%、0.18%。

上周短暂的雨雪天气对猪肉价格提振不

大。春节临近，生猪集中出栏，市场供大

于求，预计后期猪肉价格将延续弱势。

鸡蛋价格止跌回升,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2.28%；白条鸡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25%。春节临

近，鸡蛋终端消费趋旺，预计后期全省鸡

蛋价格继续回升的可能性较大。

蔬菜价格持续上行，上周全省蔬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3.24%。重点监

测的18个品种，14种上涨，1种持平，3

种下跌。其中叶类蔬菜中的油菜、生菜、

圆白菜分别上涨 15.38%、13.27%、

11.49%；瓜果类蔬菜中的蒜头、青椒、茄

子、冬 瓜 分 别 上 涨 5.18%、4.89%、

3.64%、2.44%。受雨雪天气和气温降低

的影响，叶类菜涨幅明显。预计后期随

着节日临近，需求增加，蔬菜价格将进一

步上涨。

水产品价格略有回落，上周全省水

产品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85%。其

中淡水鱼中的鲢鱼、鲫鱼、草鱼、鲤鱼分

别下跌3.58%、2.05%、0.99%、0.18%；海

水鱼中的大黄花鱼下跌8.3%。预计后

期水产品价格将小幅波动运行。水果价

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果批发均价较

前一周上涨2.01%,目前水果市场供应

充足，随着气温的下降，预计近期全省水

果价格将呈稳中微涨的态势。

需求趋旺
推涨鸡蛋蔬菜价格
□本报记者 杨青

1月3日，西平县供电公司二郎供

电所客户代表杨涛涛接到返乡人员王

先生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往王先生

家中，为其接电，确保返乡人员能第一

时间用上安全电。

春节将近，返乡人员陆续回乡，西

平县供电公司主动服务，以“温暖电

力、亲情服务”为主题，全力做好返乡

人员的用电工作。各供电所以台区为

单位，结合目前的用电负荷和往年春

节期间负荷情况，科学预测今年春节

的用电负荷，组织人员开展三相不平

衡调整、台区综合治理等，最大限度满

足群众春节期间的用电需求；按照“积

极主动 快捷高效”原则，优化报装流

程，提高办事效率，为返乡客户用电开

辟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贴心、周到的

亮灯服务；对已经返乡的务工人员主

动上门，排查家庭用电线路及用电设

备安全隐患，并对破损导线、锈蚀刀

闸、失灵漏电保护器进行更换；对有返

乡创业意向的客户及时跟进，了解用

电需求，耐心解答其在用电方面的问

题和担忧，并现场勘察，制订科学的供

用电方案，彻底解除其后顾之忧；成立

专项服务队，采取发放温馨短信、张贴

用电服务联系卡等措施，对返乡人员

进行温馨提醒和告知，积极引导用户

在用电高峰期不要同时使用大功率电

器，提升其安全用电意识。（刘静）

西平县供电公司
积极主动服务返乡人员用电

周三029吉尔吉斯斯坦VS菲律宾
比赛时间：2019-01-16 21:30
两支首次参加亚洲杯正赛的球队前

两轮小组赛先后负于本组实力最强的两

支球队，两队最后一轮直接交锋的胜者

也有很大的机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名身份出线。吉尔吉斯斯坦队首轮痛失

好局，在领先的情况下被中国队逆转，出

现重大失误的门将马季阿什随即失去了

主力位置；第二场比赛，他们又只是以一

球小负夺冠热门韩国队，尽管在比赛中

全面处于被动，但是主帅克列斯季宁仍

然对球队的发挥表示满意，而他的目标

是在下一场比赛中争取三分。菲律宾队

首战对阵韩国队表现不错，但是小组次

战就被中国队打回原形。双方都将对手

视作自己的取分对象，但从前两场比赛

的表现来看，吉尔吉斯斯坦队是这个小组

实力最弱的球队，他们唯一可以倚仗的就

是自己的身体优势和强硬作风，但菲律宾

队在归化了大批球员之后，身体上的劣势

已经得到了一些弥补，个人技术以及整体

技战术能力也占据一定优势。

周三030 韩国VS中国
比赛时间：2019-01-16 21:30
韩国队前两场小组赛以1比0的相同

比分先后战胜菲律宾队和吉尔吉斯斯坦

队，取得两连胜后，韩国队和中国队一同

提前锁定小组出线权，并将在小组赛最后

一轮与中国队竞争小组头名。自1992年

缺席亚洲杯决赛圈之后，韩国队已经连续

7届杀入亚洲杯淘汰赛，是近年来亚洲杯

战绩最稳定的球队之一。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队此前6届比赛中仅有两次拿到小

组第一，分别是在2004年和2015年。中

国队小组赛第二轮3比0大胜菲律宾队，

获得亚洲杯开局两连胜，同时也提前一轮

小组出线。如果算上上一届澳大利亚亚

洲杯的话，国足已经在亚洲杯小组赛取得

5连胜，这在国足征战亚洲杯历史上也是

头一次。两队将为小组头名展开争夺，由

于净胜球占优，国足本场只需要一场平局

就可以获得C组第一，而韩国队只有在末

轮战胜中国队才能拿到小组第一。四年

前，韩国队就是在相同的形势下1比0击

败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以头名出线（上届小

组赛3场比赛均为1比0）。而国足主帅里

皮在第二场赛后就已表示最后一轮小组

赛会进行一定的轮换，部分有伤病的伤员

将得到休息的机会。但以中国队目前的

整体实力，即使全主力出战也很难在韩国

队的身上占得什么便宜。

周三031 伊朗 VS伊拉克
比赛时间：2019-01-17 00:00
伊朗队前两轮小组赛两战全胜并且

一球未丢（亚洲杯小组赛9连胜），主帅奎

罗斯第二场比赛更换了三名首发球员，

后卫加富里和中场卡纳尼、戈多斯分别

顶替了拉明·礼萨伊安、侯赛尼和托拉比

的首发位置，而队内身价最高的布赖顿

边锋贾汉巴赫什前两轮小组赛没有获得

任何出场时间。首战艰难战胜越南队的

伊拉克队小组次战3球轻取本届亚洲杯

排名最低的也门队，两连胜的他们已经

与伊朗队携手出线，最后一轮双方将为

了小组第一展开直接竞争。两队均已连

续第7次杀入淘汰赛，这也是双方连续三

届亚洲杯相遇，四年前，就是伊拉克队在

1/4决赛中点球淘汰了小组赛三战全胜

的伊朗队。但双方最近两次小组赛相遇

都是伊朗队取胜，其中就包括2000年亚

洲杯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伊朗队过去两

届亚洲杯小组赛都是全胜晋级，球队最

近19场亚洲杯小组赛15胜4平，上一次

亚洲杯小组赛失利还是1996年的小组

赛首轮1比2负于伊拉克队。

周三032 越南VS也门
比赛时间：2019-01-17 00:00
两队前两轮小组赛均告失利，只是

越南队在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中打入了

两球，而也门队前两场比赛则颗粒无收

并且被对手8次破门，毫无疑问是本届亚

洲杯实力最弱的球队。在理论上，这两

支队伍都还有小组出线的可能，只是两

战净负8球的也门队只存在着数学上的

概率，取得本届亚洲杯的首粒进球恐怕

是他们比较现实的目标。而越南队前两

场比赛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进步，虽然最

后一场将缺少累计两张黄牌停赛的主力

中卫杜维孟。越南队即使最终无法获得

出线资格，他们也希望在实力最弱的也

门队身上收获自己在亚洲杯正赛中的第

二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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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彩周三强档
C、D组末轮，强弱秩序井然

1月3日晚，双色球第2019002期开奖，河南商丘彩民独揽

5注双色球头奖，奖金3635万元，目前仍未兑奖，河南省福彩中

心寻找大奖得主。

数据显示，该双色球大奖为20元2注5倍票，命中5注头

奖，奖金为3635万元，出自商丘市梁园区中环广场肯德基东侧

41140128福彩投注站，出票时间为：2019年1月2日14时13

分34秒。这也是进入2019年来，河南彩民首次收获双色球头

奖，且单期揽入5注，再现大奖福地。

该双色球大奖中出后，河南省福彩中心按照惯例等待这位

大奖得主前来领奖，同时，商丘市福彩中心第一时间为中奖投注

站授牌“幸运投注站”，并发出中奖喜报，向公众通报大奖情况，

见证福彩公信力。目前，当期开奖后至今已过12天，该彩民仍

未前来兑取大奖。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章第四十三条规定：彩

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经河南省福

彩中心确认，该注彩票的兑奖有效期截至2019年3月4日23时

59分59秒。如果逾期，该大奖得主仍未领奖，根据《彩票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五十九条规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

彩票公益金，由彩票销售机构结算归集后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

归地方使用。”

在此，河南省福彩中心提醒广大彩民朋友，请购彩票后保管

好彩票，并及时、认真核对，避免错过兑奖时间。（河南福彩中心）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新年开门红，好运到河南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为方便彩民购彩，从2019年1月11

日起，正式开通双色球多期票销售功能，彩民最多可一次性购买6

期连续的双色球彩票。

虽然为彩民提供了投注的便利，但在购买多期票的时候，仍

需要当面确认多期票的票面信息，而且所购买的多期票期数不允

许跨年。

兑奖时，彩民的多期票可在任何一期中奖时兑奖，并在兑奖

时换取“多期兑奖更换票”——多期彩票在兑奖后尚未开奖的余

期彩票。

此外，兑奖后，原彩票将会标记“已兑奖”，不可再次兑奖，由

兑奖操作员回收；所更换新的余期彩票，可以继续参加余期开奖，

兑奖时如果没有尚未开奖的余期，则不需换取更换票。

一次购买6期，惊喜一路相随，赶紧行动吧，说不定下一个幸

运儿就是你！ （河南福彩中心）

一次投注6期，可以买双色球多期票啦！

新年添新彩，派奖再回馈。1月11日起，河南福彩开启“快

3”游戏800万元大派奖活动，派奖主要针对二同号单选、三不同

号玩法，奖金派完为止。这也是进入2019年以来，河南福彩举

行的首次派奖活动。

据了解，此次派奖活动，仅对二同号单选和三不同号（包括

以复式、胆拖、组合玩法投注）进行加奖。其中，二同号单选，单

注奖金由80元提升至108元；三不同号，单注奖金由40元提升

至54元。派送活动共5天时间，如果5天内800万元提前派完，

活动提前结束；如果5天内800万元没有派完，将继续进行，直到

派完为止。

福彩“快3”具有中奖易、开奖快等特点，只需要从1至6个号

码中，任选3个号码为1注，可进行多倍投注。其中，二同号单

选，是指对3个号码中2个指定的相同号码和1个指定的不同号

码进行投注；三不同号，是指对3个各不相同的号码进行投注。

简单易玩、奖金增加，彩民朋友赶快行动起来，收获更多好运

吧。 （张琛星）

800万元！河南福彩“快3”开启大派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