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9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社员正在喜收头茬再生水稻。如今，该

合作社经过5年的培育，成功种植再生水稻，现在喜获丰收，亩均比常规杂交水稻多增收

600多元。再生水稻种一季收两茬，比常规水稻提前25天收割，头茬亩产可达到1300

多斤。谢万柏摄

泌阳县散烧办组织召开燃煤散烧
治理工作推进会

日前，泌阳县市场监管局作为县散

烧办牵头单位，组织县政府、环保局、公

安局等成员单位召开全县燃煤散烧治理

工作推进会，认真贯彻落实按照《河南省

加强燃煤散烧管控行动方案》和县委、县

政府的工作要求，部署全县燃煤散烧治

理重点工作。（杨辉）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积极做好托市粮

收购工作
近日，随着托市粮收购工作的开展，农

发行封丘县支行履行支农服务，认真落实

国家粮食收购政策，高度重视托市粮收购

工作。该行领导和员工在炎炎夏日，顶着

烈阳奔赴县区9个收购库点查看托市粮收

购情况，严厉杜绝“打白条”现象发生。同

时，该行按照收购进度和要求，确保库点收

好粮，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李玉凯）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智慧党建系统

顺利上线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认真落实上级行

部署，做好系统上线试运行阶段性工作。

一是对党务工作人员进行集中视频培训，

提高该行“智慧党建”推进速度。二是针

对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运用电子信息

平台载体，加强对党支部工作和党员的精

准、实时管理指导，以此为抓手，进一步推

动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杜祎）
积极排查隐患确保辖区安全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

纪工委书记刘雅丽带领安监办及汇城社

区工作人员开展了安全隐患大排查活

动。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刘雅丽要求相

应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叮嘱社区网格

长对其进行复查。（齐惠静周艳丽）
泌阳县供电公司因强降雨停电线路

全部恢复供电
7月31日19时28分，随着泌阳县

铜山乡10千伏邓闵县支路的抢通，泌阳

县7月22日~29日强降雨给国网泌阳县

供电公司造成的电力抢修、抢险工作已

全部结束，所停线路全部恢复供电。

7月22日~29日，泌阳县遭遇大风

暴雨袭击，引发山洪暴发自然灾害，导

致泌阳县城区及马谷田、铜山等地配

网设备和线路不同程度受损，21条10

千伏线路（支线）跳闸或停电。37处线

杆倒杆、断杆，线路断落1800多米，冲

毁变压器1台，2万多户居民用电受到

影响，部分乡镇道路塌方、故障路段交

通中断。

抢修人员连夜冒雨排查受灾线路，

加固存在安全隐患的杆基，开展受损设

备抢修；对低洼地带、河道附近、山体滑

坡区域等特殊地段的输变电设施进行特

巡，加强隐患监测，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治

理；力争快速恢复供电；对受灾严重暂时

无法恢复供电的客户，要求抢修人员及

时张贴告知书或以当面告知等形式做好

灾后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并对停电客

户做好相关解释工作。同时，密切关注

气象预报，迅速掌握灾情，并做好统计和

信息报送工作。（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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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富鑫家庭农场

蜜桃丰产又增收 果农欢欣笑开颜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本报记者焦莫寒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本报记者杨青

义务帮工不慎受伤
应该谁来负责？

新乡县

“百企万户”
扶贫工程获成效

原阳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71）

村委会大院变了样
□本报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卞瑞峰王学伟

受近期雷雨天气影响
蔬菜价格仍有上涨可能

“这里现在能容纳二三十个人，村干

部、驻村工作队还有村民代表终于有合

适的地方开会了……”8月9日，记者来

到原阳县蒋庄乡东王屋村，在村委会的

会议室，村支书娄本军颇为感慨地说道。

去年以前，召集村民和村民代表开

会还是件令东王屋村干部们头疼的事。

“之前的村委会，是村里小学的两三间

房，工作队来了，人多了，没办法就租了

村民的院子当临时村室。”娄本军说，这

样的村委会“不像样”，自己凑合着办公

还行，但一有村民或者外人来就觉得难

为情，人多了开会就得站在院子里，没一

点儿工作的严肃劲儿。

原阳县财政局驻村工作队把重建村

委会的事放在了心上。经过多方筹措资

金和认真规划，东王屋村的新村室在去

年建了起来。会议室、办公室，还新添了

两台电脑和三台空调……建成后，村民

都止不住地夸这村委会大院真气派。“因

为有了正规的会议室，大家对开会更重

视了，效率都比以前高多了！”新村委会

的建成，让娄本军和村“两委”干部，有了

更多底气和信心去工作。

今年以来，新乡县积极引导非公有经

济人士、企业投身到脱贫攻坚社会扶贫活

动中来，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百企万户”产

业扶贫工作有序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做好项目谋划。在2019年初，新乡

县工商联做好“百企万户”产业扶贫谋划、

入库工作，与各企业结合，共入库“百企万

户”产业扶贫12个，参与企业12家。

做好政策宣传。对广大民营企业积

极宣传产业扶贫政策。通过县工商联会

议或走访宣传的方式动员广大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产业扶贫，并将奖补政策宣传到

所有会员企业。今年2月份，组织会员企

业积极参与“春风行动”就业招聘会，为全

县的转移就业扶贫助力。

做好带贫统计工作。通过电话通知、

部分走访等不同方式，了解掌握“百企万

户”产业扶贫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已有

12家民营企业参与“百企万户”产业扶贫。

下一步，新乡县将进一步加大项目谋

划力度。确保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加大沟通力度。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对民

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的倾斜与扶持，

深入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帮助协

调解决。（本报见习记者 刘亚鑫）

8月6日，记者走进沈丘县洪山镇王

油坊村富鑫家庭农场，农场主王振营正指

挥农场的20余名工人采摘、分拣、装筐、

搬运、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这几天黄金蜜桃的批发销售异常火

爆！真得感谢‘豫民帮忙’的帮助，每天批

发外销都在1.5万斤以上，短短的几天时

间，已经卖出了10多万斤，每天20多名

工人采摘挑拣装箱，还供不上卖，基本上

摘多少卖多少。”王振营紧紧握住记者的

双手越“显摆”越兴奋。

“生态果园丰收又俏销，俺天天有活

干、有钱赚，每天收入80元，家庭日常开

销有了保障，稳定脱贫不成问题！”一位正

在装筐搬运鲜桃的大叔乐呵呵地说。当

日，设在果园地头树荫下的临时办公接待

点，王振营的儿子王珂珂正在热情接待一

拨儿又一拨儿从外地赶来购买黄金蜜桃

的果品经销客商。桃子成熟开园采摘的

消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发酵，吸引不少

外地客商纷至沓来。外形匀称、汁多甜

脆、色泽饱满的桃子更受客商们的青睐，

现在园内批发价能卖到每公斤8元左右，

就连品相稍差的次品桃，每公斤批发销售

也在4元左右。

“这桃子不仅汁多甜脆，口感好，而且

还耐储运，今天准备批发收购4000公斤，

拉回去销售不愁。前两天拉回去的桃子很

快就销售一空。”说话间，一位来自外地、自

称姓张的客商，随手拎起一筐黄金蜜桃，笑

意满怀。“我平时没事喜欢手机上网，一方

面看各地的新闻，另一方面了解各地市场

水果销售信息。前几天偶然看到朋友圈转

发‘豫民帮忙’刊发的《沈丘富鑫农场千亩桃

园喜获丰收》的消息，就急忙赶过来了。”来

采摘的张师傅介绍他与富鑫家庭农场桃园

“结缘”的小“插曲”兴奋不已，滔滔不绝。

据了解，连日来，富鑫农场的黄金蜜

桃有六成以上销往上海、南京等地，剩余

的部分桃子被安徽省临泉、界首和我省的

沈丘、郸城等多家大型购物超市订单包

销。

日常生活中，大到建房、装修，小到

种地、收麦，邻里、亲友之间相互帮忙是

常事，但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受了伤产

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

今年5月初，太康县的彭先生打算

为自家房拆旧建新，为了节省开支决定

自行拆除，还让平时就做装修行业的妻

弟李先生来帮忙拆除房子，但双方并未

就是否支付报酬达成口头协议。李先

生在拆除房屋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被

砸伤，受伤后被送往镇医院急救处理，

后送往县医院继续治疗。事后，双方因

医疗费问题发生了纠纷。李先生很疑

惑，自己在义务帮工时受伤，责任到底

该由谁来承担？

帮工是指帮工人自愿或应被帮工

人之邀，为其提供劳务，并按照被帮工

人的意思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

的行为，帮工可分为有偿或无偿两种。

李先生属于义务即无偿帮工，这种出于

人情关系的帮工往往缺乏风险评估，很

容易因伤害事故的发生引发纠纷。

在广大的农村，帮工损害诉至法院

的屡见不鲜。河南省高院民一庭的相

关工作人员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帮工

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

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

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在上述

案例中，由于缺乏专业操作方法亦没有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李先生因为免费

帮工而受到伤害，彭先生需要承担赔偿

责任。

义务帮助本是常事，但缺乏经验和

技术常会引发意外，所以应当雇请专业

人士规避风险。

后续报道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品种丰富，价格稳定。

猪肉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28.84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2.96%；牛肉零售均价为59.24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46%；羊肉零售均价

为60.36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

我国猪肉进口 81.9 万吨，同比增长

26.4%；牛肉进口69.8万吨，同比增长

52.8%；羊肉进口21.5万吨，同比增长

22.6%。从供给看，目前国内生猪存栏下

滑明显，市场供应仍旧偏紧。从需求看，

立秋过后，天气转凉，肉类需求回升，尤

其是进入8月中下旬，随着各大院校陆续

开学，猪肉集中消费需求增加，预计后期

猪肉价格将持续高位运行。

粮油价格保持稳定。上周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为5.39元/公斤，桶装食用

油零售均价为15.3元/升，均与前一周

持平。目前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购

销平稳，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

主，波动不大。

白条鸡、鸡蛋价格双双上涨。上周

全省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6.89元/公斤，

较前一周上涨0.96%；鸡蛋零售均价为

9.44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3.4%。受

中秋节前月饼、糕点食品企业集中备货

影响，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有上涨的空

间。

蔬菜价格继续上涨。上周全省蔬

菜批发均价为2.84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1.43%。从具体品种看，叶类菜中

的芹菜、大白菜、圆白菜、生菜有所下

降；瓜果类菜中的豆角、白萝卜、洋葱、

辣椒、黄瓜均有上涨。受台风“利奇马”

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雷

阵雨天气，对蔬菜的生长与采摘产生不

利影响。据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外围

气流的影响，近日全省部分地区仍会有

小雨天气出现，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仍有

上涨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

水产品批发均价为13.89元/公斤。其

中淡水鱼中的鲢鱼、草鱼、鲫鱼分别上

涨5.0%、1.75%、1.73%；海水鱼中的大

带鱼上涨1.3%。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

仍以小幅波动为主。

水果价格整体回落。上周全省水

果批发均价为4.43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5.34%。其中西瓜、苹果、梨、葡萄、

香蕉均有所下降，受季节性供应增加影

响，预计后期水果价格将继续回落。

福彩双色球，你买我就送。为回馈彩民，2019年8

月16日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双色球1500万元赠

票活动”。活动期间，凡单期购买每张票面14元以上

（含14元）双色球彩票，即可赠送2元机选双色球彩票1

注，赠完为止。

据了解，此次赠票是由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若彩

民购买的是多期票，系统将以单期投注金额为依据，符合

条件的赠送1注按多期数倍投的双色球彩票。近年来，

每次双色球赠票活动，虽然赠票为系统随机出票，却不断

为彩民送去好运，例如，双色球第2018051期，焦作彩民

在当地41080046投注站，凭一张双色球赠票，收获二等

奖18万余元；第2017059期，巩义彩民张先生投注了20

元的双色球，参与赠票活动，没想到赠票命中了二等奖，

奖金2万多元；第2016121期，郑州彩民在41011425投

注站参与赠票活动，赠票命中二等奖22万多元；还有平

顶山、安阳等彩民，均通过赠票收获奖金。

惊喜不断，赠票回馈。8月16日，河南福彩双色球

赠票活动开启，一起来收获更多好运吧！ （张琛星）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1500万元！
河南福彩双色球开启赠票模式

8月1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2019093期双色球开

奖，当期开出红球05、07、08、09、20、22，蓝球02，全国

共中出一等奖27注，分落福建、甘肃、河南、浙江、山东

等15省，河南彩民一举揽得一等奖5注，成为当期最大

的赢家。其中，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与商鼎路口南

41010584投注站彩民，投注方式：复式倍投“6+5”，投

注金额：20元，中得一等奖两注，二等奖8注，中奖金额：

1143万元；南阳市健康东路方庄41630330投注站彩

民，投注方式：复式“9+1”，金额：168元，中得一等奖1

注，中奖金额：565万元；安阳市龙安路与龙山路西垃圾

中转站41550109投注站彩民，投注方式：复式“8+2”，

投注金额：112元，中奖金额：566万元；巩义市东区陇海

路锦里路口41718018投注站彩民，投注方式“7+2”，投

注金额：28元，中奖金额：564万元。

8月12日上午，前往省福彩大奖兑奖室领奖的大奖

得主及陪同亲属三五成群，络绎不绝。据悉，本次大奖

得主均为双色球资深彩民，采用各自擅长的复式投注。

南阳彩民吴先生（化名）说道：“我平时爱帮助人，知道福

彩有好多公益活动，就慢慢喜欢上双色球游戏了，简单

易上手，中奖开心一下，不中就当做贡献了，以平常心购

彩，没想到这么快就中大奖了！”

谈及中得大奖后打算，大家纷纷表示：“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游戏圆了我们的大奖梦，以后将坚持理性投

注，支持公益事业！” （夏新）

河南彩民中得2019093期双色球一等奖5注

“高考结束后，我就来郑州经开十七

大街与南三环交会处的康桥悦城建筑工

地打工了，想着先挣点学费，但现在看离

通知书让交的费用还差很多……”8月12

日，正在工地上打工的18岁的马明星，拿

到了河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学费等

各项费用让他做了难。

马明星家住新密市尖山乡钟沟村，当

地海拔近千米，是个郑州地区有名的贫困

村。他初中时，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到

了新密市实验高中，经过三年苦读，以高出

二本线54分的成绩被内蒙古河套学院农

学系录取。但家里的现状，让他为能否顺

利读完四年大学而发愁。马明星家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家四口人，父亲2017年给

新密市安全饮水项目施工时受伤，腰椎压

缩性骨折，虽经多方医治没有落下严重的

后遗症，但也只能在家里干些简单的农活

儿，无法外出打工挣钱。母亲先天性耳聋，

属于二级残疾。家里还有个学习成绩非常

优异的开学后将升为六年级的妹妹。

记者看到，学校寄来的通知书上写

着需要缴纳的各项费用：学费每学年

4600元，住宿费每学年1000元，公寓用

品一套460元……如果有愿意伸出援手

帮助这位农家孩子的，可联系马明星的

父亲马建松（电话15093330406），或与

本报记者联系（电话17637122960）。

报到在即，他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本报记者马鸿钧

光山 头茬再生水稻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