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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互助组 抱团谋发展
南乐县打出壮大村集体经济“组合拳”

农行河南省分行
创新服务模式
支持返乡创业

漯河市召陵区

“澄清正名”制为干事担当者撑腰

沈丘县

300名农技员服务麦管一线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丰富主题党
员活动日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弘扬红

旗渠精神 立足岗位作贡献”主题党员

活动日，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及

青年员工对红旗渠精神有了深刻的

理解和感受，激励大家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

加强党性修养，立足本职岗位，时刻

用红旗渠精神激励自己，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珍惜幸福生活，传递

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侯吉
华）

吃饭还能当“股东”郑州一饭店
营销出奇招

“前几天，我在富田太阳城一家

饭店吃饭，饭后商家赠送了一些电子

币。当时，我稀里糊涂就收下了。没

想到过了几天，有人找上门来要收购

这些电子币，给的比饭钱还多！”郑州

的小王说。

小王向饭店工作人员询问，工作

人员告诉他，这些电子币其实是饭店

的“品牌代码”，相当于一个“准股

票”，持有它，可以持续分享商家发展

的红利，还有可能涨价，所以就有一

些人开始收购。小王那天就餐的饭

店是“焖菜青年”，获赠的电子币正是

“焖菜青年”的品牌代码。“吃顿饭竟

然还赚钱，真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小王连连感叹。

据介绍，这个活动是由平台方“吃

货大陆”和品牌方“焖菜青年”联合推

出的。“焖菜青年”创始人张世魁表示，

“焖菜青年”是在河南本土成长起来的

连锁品牌，一直都想找到一种创新的

营销方式来回馈消费者。“吃货大陆”

负责人洪七公说，每一个餐饮品牌都

是由消费者贡献的价值推动起来的，

因此，消费者理应分享品牌的价值，

“吃货大陆”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来

为消费者“谋福利”的。（怡辰）
农发行原阳县支行组织开展员

工拓展训练
4月20日，在新密伏羲山拓展训

练基地，农发行原阳县支行组织员工

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户外素质拓展训

练活动。在中原豫西抗日纪念馆，该

行员工参观了八路军司令部、实物展

览馆、纪念广场等地。经过近4个小

时，该行员工徒步走完了伏羲山峡谷

环山路全程5.5公里。此次拓展活

动,大家体会到了团队力量以及团结

协作的重要性。（王玲）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杞
华）“经组织调查核实，反映召陵镇某村

党支部书记王某自封为官，在村内欺压

群众、侵犯群众利益等问题失实，现对以

上信访问题澄清了结，希望王某放下思

想包袱，再接再厉……”近日，漯河市召

陵区纪委监委组织审查调查一室和区委

宣传部有关人员前往召陵区召陵镇某

村，组织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村

民代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等31人召开

会议，对反映“村党支部书记王某违纪问

题”给予现场公开澄清。

“终于清白了！非常感谢组织对我

工作的肯定和认可。”在会议现场的王某

听到澄清通报热泪盈眶。他说，没想到

区纪委还专门派人来召开会议进行澄清

通报，“以后我一定一如既往地为百姓办

实事办好事，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把我

们村打造成‘省级花园式村庄’。”

今年以来，召陵区为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

为，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创造性有关精神，积极探索实施

对受到不实检举控告的干部进行澄清

保护。

一方面，区里通过主题党日活动，组

织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村民代

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等召开会议，正

式宣读澄清正名的通报，旗帜鲜明地支

持、鼓励、保护干事者。另一方面，区里

与本人谈心交心，让其放下被错告、误

告、诬告的思想包袱，并与当地党委结

合，对这些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要重新

认识，大胆使用，真正做到对干事创业者

的极大激励和爱护。

“通过公开澄清正名的方式，为受到

不实检举(控告)的党员干部澄清诬告、错

告，还干部一个清白。下一步，我们既要

严惩违纪违法者，也要及时对受不实举

报的干部予以澄清正名和保护，用行动

证明，为敢于干事又清白正派者撑腰!”召

陵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付永
杰）4月 28日，记者在南乐县采访时了

解到，近年来，该县聚焦提升农村党组

织组织力，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

突破口，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打出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合拳”，全县有集

体经济的行政村占比由 44%提高至

88.2%。

据了解，该县组织部门坚持以党建

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探索实行“村级

互助组”模式，村党支部搭平台、驻村书

记理思路、农村党员当先锋，抱团发展，

共同致富。寺庄乡古念村充分发挥党支

部和党员作用，先后组建种植业互助组、

养殖业互助组、转移就业互助组等4个

专业化互助组，大棚葡萄、乡附属幼儿园

等产业项目、惠民工程相继落地。同时，

该村依托紧邻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占地

4000余平方米的智能日光温室正在加

紧建设。

南乐县针对以往村集体资产发包程

序不规范、租赁费偏低且收取困难等问

题，采取竞拍发包、规范合同等方式，严防

村集体资产收益“跑冒滴漏”。该县元村

镇在前期调研摸底的基础上，先后在曹庄

村、张庄村、王庄村、谷村、留胄村等5个

村创新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发

包，亩均承包价格由原来的不足500元提

升至720元，仅此一项就为上述5个行政

村增加集体收入30余万元。

南乐县还在有一定产业基础的行政

村通过资金、项目扶持等方式，破解壮大

集体经济瓶颈。该县城关镇依托丁藏固

村食用菌种植优势，投资165万元，为该

村新建食用菌种植大棚10座，交由村集

体经营，每年按固定数额收回部分投资，

盈余部分归村集体所有，待投资收回后，

该部分资产让渡给村集体，有效解决了该

村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基础设施薄弱、资

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该县对有一定集体经济基础的行政

村，引导深挖自身优势，扩大经营范围，进

一步做强做大村级集体经济。该县福堪

镇福堪街村在每年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6

万元的基础上，利用地处福堪镇政府所在

地的优势，在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开发建设

1200平方米的临街商务楼，以每年18万

元的价格与中原银行签订租赁协议，集体

经济收入当年实现翻番。

据了解，今年，该县将进一步加大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力度，确保实现

“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白村’，80%以上

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万元以上”的目

标任务，为实施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

战不断厚植基础。

4月25日，在清丰县六塔乡食用菌基地，一朵朵玉木耳雪白剔透、长势喜人。为丰富食用菌种类，提高农民收入，该基地引进了较

为罕见的玉木耳品种，市场销售价为每斤40元。玉木耳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世冰摄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4月24日，沈丘县周营镇孟寨村千

亩优质小麦高产示范方基地小麦绿浪滚

滚，3架无人机正在低空飞行喷洒农

药。该村村民孟凡志告诉记者：“俺家的

10多亩麦田在飞防技术人员的操控下

刚打完‘壮骨治病保健’混合药液，今年

小麦丰收有保证了！”

据了解，孟寨村是该镇千亩优质小

麦连片种植示范基地之一。由镇、村牵

头组织成立的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

科技麦管飞防服务队给农户的麦田统一

喷施农药。“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打

工，种田的很多都是老人，由镇、村农技

员组成的统防统治飞防服务队指导飞防

施药，可以提高‘一喷三防’效果。”该村

党支部书记孟春田说。

眼下正是小麦出穗扬花时节，也是

病虫情的高发期，为切实搞好小麦病虫

害防治工作,确保夏粮丰收，连日来，沈

丘县组织百名科技人员和镇、村200余

名“土专家”“田秀才”，组成小麦科技管

理服务团，分成6个小分队，分赴辖区22

个乡镇(办事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

麦病虫害防治科技服务专项活动，为农

民防治小麦中后期病虫害提供技术指导

和培训，力争小麦增产丰收。

活动开展以来，该县共组织下派

300余名农业科技人员，举办各类培训

班160场(次)，发放技术明白纸2万余

份，培训农民2.4万人(次)。

该县还成立了植保专业化防控合作

社378个，组建专业化防治服务队60余

个，培训专防队员400余名，出动植保无

人机80余架(次)、大中小型机(电)喷雾机

2.6万余台投入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共

计防治面积达96万亩，为全县102万亩

小麦夏粮高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赵丽华刘伟峰）4月25日，在信阳市

淮滨县张里乡三里村的樱桃园内，一颗

颗晶莹圆润、红亮诱人的小樱桃挂满枝

头，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樱桃园的负责人孙居龙以前是个

养殖户，2009 年养殖蛋鸡规模达到

3000只。后来他发现超市的樱桃价格

不菲，可达50元一斤，销路也好，便想尝

试充分利用鸡粪种植果树，获得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2015年孙居龙首次种植失败，因为

没有掌握技术，上千棵树苗没有成活。

2016年，他又重新种植了100亩。

再次种植，孙居龙多次到外地考察，

经常上网查阅资料，对于樱桃树的养护

也会不时打电话咨询专家，现在樱桃园

内种植有红灯、早大果、平红等品种，共

有4000棵，平时的维护和管理带动了近

50个村民就业，王泽发就是其中一个。

61岁的他种有十几亩地，除外，在樱桃园

内帮忙锄草、施肥、浇水，一天能挣100

元。2018年王泽发就从孙居龙这儿领到

了2万元的工资，笑得合不拢嘴。

由于孙居龙的樱桃树全部上的是

自家鸡场的粪，有机种植的特色让不少

朋友开始预定，“农家肥种的樱桃比较甜

美，而且又是新鲜采摘，有的老板给出了

60元一斤的价格，一棵樱桃树可采30

斤，也就是可收入1800元，樱桃园收入

30万元不成问题。”

下一步，孙居龙准备依托樱桃种植

基地，整合三里村稻虾共养、蛋鸡养殖的

资源，打造集采摘、观光和游玩于一体的

绿色生态园，孙居龙告诉记者：“以樱桃

种植为突破口，引导农民发展高产、优

质、高效的特色农业，才能有效促进农业

增效和贫困户增收。”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刘理
政）记者近日从镇平县了解到，今年以

来，该县先后聘请中科院王光谦院士、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等12人为该县“科技

顾问”“招才大使”，还通过“三区人才”计

划引进省、市级科技特派员43名。

目前，全县各乡镇均建成了回乡创

业园，返乡创业者共7146人，创办企业

889个，带动当地群众就业22360人，先

后有32人次获省市县“创新创业之星”

表彰。该县有高新技术企业8家，国家

科技型企业17家，省科技型企业27家，

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3家，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家，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30个，市级重点实验室两

个，市级产业技术战略联盟1个，省级众

创空间1家、星创天地1家，市级众创空

间两家。

镇平县 引才引智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青）4月25日，记者

从农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到今年3月

末，该行为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提供贷款

2.79亿元，覆盖了12个省辖市、51个县

区。近年来，农行河南省分行紧紧围绕河

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务工返乡人员创

业的各项部署，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把支

持返乡务工人员创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载体，聚焦返乡务工人员客户群

体，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大力支持返乡务

工人员创新创业发展。

据介绍，农行河南省分行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农业农

村现代化，创新推广了中国农业银行返乡

下乡人员创业创新贷款管理办法等制度，

明确了返乡务工人员的支持范围、准入条

件、贷款要素、操作流程等内容，确保金融

服务有目标、有思路、有方法、能落实。围

绕特色优势农业，大力支持返乡务工人员

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了信阳新县红色乡

村旅游和茶叶，驻马店平舆芝麻、正阳花

生等特色农业发展。今年3月，农行河南

省分行与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业务开展有关

事项的通知”，提出大力支持返乡务工人

员发展河南省“十大”优势特色农业，针对

贷款额度10万元（含）以上，由河南省农

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对于农行承担的风险部分可采用信用方

式，明确了信贷审查审批办结时限，实行

了优惠利率，强力支持返乡务工人员发展

产业项目。

本报讯（记者田明）4月24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和中

等职业学校的艾滋病防控工作，省教育

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下发通知，把

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高校和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必修科目，切实提高学生艾滋病防

治知识知晓率。

按照要求，各高校要严格落实在新生

入学时发放预防艾滋病教育处方、在入学

教育中开展不少于一课时的艾滋病综合

防治知识教育等任务。要将艾滋病综合

防治知识纳入年度教学计划，保证每学年

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专题教育不少于4

课时。要在校医院建立自愿咨询室和检

测筛查点，配备专业人员，方便有意愿的

学生寻求咨询、检测。

艾滋病防治知识
纳入高校必修科目

信阳市淮滨县

鸡粪种樱桃 带来双丰收

4月17日，新蔡县供电公司党员

安全督查小组深入各生产工作现场，

现场指导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这是该

公司党委深入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的主题活动之一。

在各生产工作现场，党员督查小

组详细检查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对

安全工器具进行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该公司强调

安全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在各项

作业中要严格遵守标准化作业程序，

作业前要对各项危险源考虑全面，对

安全措施要严格把关，切实保障工作

现场作业安全。

据悉，自春检春查工作开展以来，

该公司党委深入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围绕安全生产等中心工作，有针对

性地强化各支部服务功能，号召全体

党员争做安全生产先行者，主动在工

作中亮出党员牌子，干出先锋样子，以

设备管理“零缺陷”、安全生产“零违

章”为工作目标，不断强化自身责任意

识和安全意识，引导调动广大普通员

工履职尽责、攻坚克难。

同时，为进一步强化作业现场过

程控制，将安全管理的重心下沉，各部

门、各班组负责人带领党员深入一线，

突出抓好现场安全管理，以现场为安

全监督重点，确保每个现场、每个环节

都有相关人员把关负责，切实将安全

监督措施落在实处，保证现场人员作

业安全。该公司通过加大反违章力

度、安全督查、安全微信提醒等一系列

举措，切实做到人员到位、思想到位、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监督到位，夯实

企业安全管理基础，确保安全生产的

稳定态势，为全年安全生产打下坚实

的基础。（裘倩）

新蔡县供电公司
党员先行争做反违章“排头兵”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在众人的期待中，中奖一个月后，4
月23日上午，洛阳双色球大奖得主林先
生终于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现场讲述
中奖经历与迟来兑奖的缘由。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3月24日晚，福
彩双色球第2019033期开奖，开出红球
09、15、19、21、23、29，蓝球15，当期全国

共中出一等奖22注，花落江苏、山西、陕
西等7地，其中河南彩民有幸中得1注，
落入林先生囊中。

数据显示，林先生这注双色球头奖，
出自洛阳市洛玻唐二街坊七号楼下的
41030070投注站，采用单式投注，票面
投注金额4元，命中头奖，收获奖金600

万元。
据介绍，林先生是一位资深彩民，平

日多采取自选、机选方式进行投注，收获
不少购彩乐趣。“中奖这期，我一共花费
了10元钱购买彩票，自选的3注那张彩
票没中，没想到机选的这两注彩票，竟然
有一注中得大奖。”林先生开心地说。

问及怎么那么迟才来兑奖，林先生
表示，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和家人身体不
好，不便出行，就把这兑奖的事情延后
了。谈到中奖后的打算，林先生说：“也
没什么特别打算，把家人身体调养好，平
平安安过日子吧！”

（洛阳福彩中心）

中奖一个月后，洛阳彩民终于现身领走600万元

4月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19040期开奖，开出红球05、06、09、
18、23、31，蓝球11，当期共开出一等奖8
注，花落广东、黑龙江、江西、云南、北京、
河南六地。河南彩民有幸中得两注，其

中一注出自信阳市申碑路粥公粥婆对面
的41150065投注站，为33人合买，投注
方式：复式11+1，投注金额：924元，中奖
金额：678万元；另外一注出自郑州市丰
产路与东明路口41018351投注站，投注

方式：复式7+1，投注金额：14元，中奖金
额：667万元。

4月24日上午，2019040期大奖得
主温先生（化名）前来兑奖，谈及中奖经
历，他说：“这次中奖彩票是守号所得，大
约是三年前，几位朋友聚会时商定的号
码，然后各自进行投注，中途有人放弃，
有人对号码进行了改动，只有我坚持了

下来，非常幸运中得了一等奖。”
说到中奖以后的打算，温先生说道：

“感谢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圆了我
的大奖梦，以后我会继续坚持理性投注，
支持福利事业，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把房贷还清，贴补
些家用，其余给孩子创业做些准备。”

（夏新）

郑州彩民守号三年中得66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