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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让俺笑逐颜开
靠外出打工、做生意都盖起了小洋楼，过
上了好日子，我们一家却还在温饱线上徘
我叫朱天祥，今年 71 岁，是博爱县许 徊，心中五味杂陈。
良镇赵后村人，2016 年被精准识别为建档
扶贫点亮心灯，致富温润心田。全县
立卡贫困户。
上下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我又一次看
我家中6口人，
大儿子朱保国自幼患有 到了希望。
重度小儿麻痹症，
二儿子朱普选、
儿媳王改
县卫健委驻赵后村第一书记徐江涛发
焕长期在家务农，
家中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 现，
我勤劳能干，
但经济来源单一、
没有致富
小孙子。作为一家之主，
我深知肩上的担子 产业、
缺乏发展资金，
必须从产业上想办法。
沉重，
一家老小都指望我生活，
所以从来没 而养绵羊相对方便，
只需按时放牧，
让羊吃好
有放弃奋斗的脚步，
靠着家中1.43亩薄田和 睡好，
又能卖上好价钱，
于是建议我养绵羊。
起早贪黑地卖烧鸡挣来的钱勉强维持生计。
说干就干。没有场地，村里就在村东
年岁渐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 头腾出1.1亩荒地让我盖羊圈，
步行从羊圈
是常年走村串户做生意，严重打乱了生活 到家仅需 15 分钟；缺乏资金，村里就帮我
节奏，身体越来越吃不消。看到周边的人 申请了 4000 元的增产到户扶贫资金，我又
□朱天祥

心里话

向亲朋好友借了几千块钱，勉强凑足了本 仅卖羊就收入 1.5 万多元。2018 年，卖羊
钱；
没有经验，
就安排老师傅教我……就这 的收入增加到 3 万多元。老二夫妻俩也
样，
2016年6月，
我和大儿子成了
“羊倌”
。
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每月都挣六七千块
羊圈建好后，我买了 25 只绵羊。每天 钱，小两口还时不时地往家里寄钱。
清晨，
“咩咩”的羊叫声就会打破赵后村的
人逢喜事精神爽。2017 年底，俺光荣
寂静，我和儿子总是一前一后，哼着小曲 脱贫了。当“脱贫光荣证”送到我手里的
时候，我泪眼婆娑，双手紧紧握着徐书记
儿，赶着羊群出发。
作为“庄稼人”，我懂得养好羊群的不 的手，激动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易，
平时就注重羊圈卫生，
每天打扫，
定期查
好政策让俺笑逐颜开。想想过去，饥
看羊的长势，
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镇兽医站 寒交迫；看看现在，精神倍增；展望未来，
的技术人员请教。保国没有因为残疾而气 美好无限。还是我们那几口人，可我的家
馁，
坚持割草、
拾树叶，
还开着三轮车捡拾垃 “变富”了，且是在好政策和奋斗中变富
圾，
用于雨天垫羊舍的地面。2017年，
我又 的；我的脸“变嫩”了，且是在社会各界和
买了20只种羊，
羊群扩大到40多只。
帮扶人真心帮扶中变嫩的；我的心“变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7 年，我家 了，且是在扶贫扶志扶智中变红的。

光山

桃香满园引客来

挂靠关系中的工伤责任
如何划定？
□本报记者 焦莫寒
近日，家住内乡县的李某将自有货
车挂靠于运输公司从事运输业务，并聘
用张某为驾驶员。张某在驾驶时摔伤，
后被认定为工伤，由运输公司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运输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
议，要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运输公司认为，张某不是该公司驾
驶员，张某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事故发
生时，张某从事的不是公司安排的工
作。因此，张某受伤不应由公司承担责
任。张某则认为，李某与公司形成挂靠
关系，李某聘用了他，他发生工伤，由于
李某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因此由运输
公司承担工伤责任。
对于这样的情况，记者采访了河南
省高院民一庭庭长刘天华。据介绍，一
般来说，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应以双
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然而，
在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中，还有些特殊情
形，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为前提，挂靠经营关系便是其
中之一。
“挂靠经营关系由于聘用人员与被
挂靠单位之间往往不存在劳动关系，而
挂靠人又是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

或自然人。”刘天华表示，聘用人员受伤
后，挂靠人无法承担其工伤保险责任，只
能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受伤职工的
工伤保险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最高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释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其
立法本意主要是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出
发，明确了由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这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
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
特殊情形处理，切实地保障了聘用人员
的合法权益。
需要说明的是，适用前述规定时需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挂靠人必须是自然
人，单位挂靠则不能适用；二是仅适用于
挂靠人聘用的人员，不包括挂靠人本人。
记者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
“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
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也就是说，被
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其
与聘用人员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所
以，张某的工伤由被挂靠单位——运输
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贫困户费军明

6 月 9 日，
游客在光山县马畈
镇瑞全家庭农场鲜桃园里采摘“观
五玫”鲜桃。近年来，该镇鲜桃种
植面积达 10300 余亩，丰产面积
3600 多亩，年销售量达 220 万公
斤，
年销售收入达2200余万元，
带
动1500多户农户增收。千家万户
集中连片种植鲜桃已成为富民强
镇的主导产业、农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摇钱树”。 谢万柏 摄

战胜病魔喜迎新生活
□本报见习记者 刘亚鑫 通讯员 马啸

供应量增加 水果价格或将止涨回落
□本报记者 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近
五成下跌。
粮油价格基本稳定，上周全省粮食零
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 0.18%；桶装食用油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 0.06%。其中小
包装大米下跌 0.18%；大豆油、花生油、菜
籽油分别下跌 0.17%、0.17%、0.06%。目
前，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预计后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猪肉价格略有上调，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 0.61%。其中鲜猪

扶老

记者跑腿

助残

肉、精瘦肉分别上涨 0.87%、0.38%。受生
猪存栏偏紧及屠宰企业库存冻肉进一步
消耗的影响，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有上调
的可能。
鸡蛋价格小幅回落，上周端午节备货
提前结束，需求面支撑力度有限，鸡蛋零
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 1.71%；白条鸡零售
均价较前一周上涨 0.06%。后期高温天
气不利于鸡蛋长期存放，预计鸡蛋价格仍
有回落的空间。
蔬菜价格持续下跌，上周全省蔬菜批
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3.57%。其中叶类蔬
菜中的大白菜、圆白菜、油菜分别下跌
9.38%、5.98%、1.92%；瓜果类蔬菜中的辣

救孤

椒、豆角、黄瓜、苦瓜、西红柿分别下跌
10.3%、8.14%、7.95%、7.52%、7.51%。整
体来看本地菜进入盛产期，
市场处于供大于
求的状态，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延续跌势。
水产品价格稳中有涨，上周全省水产
品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 0.92%。其中
淡水鱼中的鲤鱼、草鱼、鲢鱼分别上涨
1.89%、1.05%、0.54%；海水鱼中的大带

鱼、小黄花鱼价格稳定。预计后期水产品
价格将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水果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省水果批
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 0.94%。其中梨上
涨 7.88% ，苹 果 上 涨 3.35% ，西 瓜 下 跌
11.63%，香蕉下跌 0.64%。随着气温升
高，水果成熟期加快，供应量增加，预计后
期水果价格或将止涨回落。

河南商务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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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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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合买
中得双色球一等奖 889 万元

6 月 9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 2019066 期开奖，
开出红球 01、14、17、20、22、32，蓝球 04，当期全国共开出一
等奖 6 注，花落内蒙古、山东、广西、云南、河南 5 地，河南独中
两注，成为当期最大赢家。其中一注出自许昌 41100042 站，
中得奖金 858 万元，另外一注出自郑州 41018152 站，中得奖
金889万元。
6 月 10 日上午，郑州大奖得主代表林先生（化名）一行三
人现身省福彩大奖兑奖室，据悉，该张彩票为 8 人购买所得，
投注方式为复式 9+2，投注金额 336 元，揽得一等奖、二等奖
各一注。据大奖得主代表林先生介绍：
“我们这些彩友经常
合买，所选号码也为众人商量所得，这样中奖几率大了好多，
负担也小了些，这次我们就选了红球 01、03、07、14、17、19、
20、22、32，蓝球04、12，就这样中了大奖。”
谈及中奖后的打算，大家纷纷表示：
“ 感谢中国福利彩
票，以后会继续理性购彩，支持公益事业！” （夏新 文/图）

费军明是原阳县大宾乡马头村村
民，于 2012 年査出患有股骨头坏死，失
去了劳动能力，妻子肖红侠于 2013 年査
出患有甲状腺癌，当时两个孩子正处于
上学的年龄，医疗费和学费顿时让这个
幸福的家庭倍感压力。2016 年费军明
家被评定为贫困户，但他并没有因为当
上贫困户而“等靠要”，而是积极治疗股
骨头坏死，同时鼓励自己的妻子要坚强
面对生活。
经过近几年的治疗，费军明和妻子
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费军明和妻子没有

停下脱贫致富的脚步，他坚信幸福的生
活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于是，
他积极向村里的老电工学习电力方面的
知识，之后村委会给他安排了水电工这
项工作。他工作认真态度好，对于大家
的要求都尽力满足，
得到了一致好评。
肖红侠在病情稳定后也没有闲着，
而是趁着村里大米厂招工之际，和丈夫
费军明一起应聘到米厂当了一名工
人。
“一个月工资虽然不多，但是只要我
们能劳动，就要努力摘掉贫困户的帽
子。”肖红侠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的女儿
正在新乡市区的医院里实习，马上大学
毕业，相信家里的生活会越过越好。

原阳：
原阳
：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26）
端午佳节 尽情放“粽”
时值 6 月，正是开始种植晚稻的
“五月五，过端午，粽叶青，糯米 最佳时期，水稻急需插秧用水，如果缺
香；挂菖蒲，戴香包……”为了弘扬传 水将会直接影响水稻的正常种植及生
统文化，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端午 长发育。为了不误农时，保证水稻喝
节的习俗，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 足灌浆水，正阳县供电公司结合往年
同感和自豪感，郑州市薛岗小学在端 用电特点，及早布置、精心安排，自 5
午节来临之际，组织开展了“知我端午 月初就提早制订方案，成立 19 支共产
节，弘扬爱国情”主题教育活动，让“端 党员保电服务小分队，上下联动，在加
午”文化走进校园。
（李勤）
强对农业生产供电线路设备巡查力
举行“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入队仪式
度，做好稻区用电负荷预测的同时，将
为了提升少先队的凝聚力和影响 安全用电“直通车”开到田间地头，深
力，增强广大少先队员的组织意识和 入各个电灌站巡查灌溉设备用电情
爱国情结，6 月 2 日，郑州市薛岗小学 况，以服务对象“零距离”、服务流程
全体师生在学校操场举行了主题为 “零障碍”、服务质量“零差错”、规定之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的新队员入队仪 外“零收费”、服务对象“零投诉”的“五
式，为少先队组织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零”
服务方式，
对稻农悉心指导，
检修各
激发了全体队员加入少先队组织的荣 类生产用电设备，
及时帮助解决灌溉中
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李勤）
遇到的各种用电难题。与此同时，
该公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
司还组织人员走村进户，
积极宣传安全
“五零”举措贴心服务稻农
用电知识，指导农民群众科学用电、安
“我这 8 亩稻田的插秧可以这么 全用电，
并义务帮助稻农架电。
顺利地完成，供电公司的同志们功不
此外，该公司还开通灌溉用电报
可没，要不是他们及时解决了抽水用 装“绿色通道”，实行灌溉用电现场办
电问题，今年的稻子算是白种了！”6 月 理，现场装表，提升接电速度，保证稻
7 日，正阳县大林镇蔡庄村的稻农张 农第一时间用上安全电、放心电、及时
大爷看着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农 电，为当地农民水稻种植提供了坚强
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的电力保障。
（李宏宇 陈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