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信阳市光山县

弦山街道办事处横大路村浩然

合作社社员正在水库里捕鱼供

应春节市场，一派人欢鱼跃过

大年的景象，使年味越来越

浓。近年来，该合作社大力发

展现代生态渔业，使水产养殖

面积达到550余亩，每年鱼产

量30多万公斤，年销售收入达

到390多万元，合作社还带动

村里68户贫困户通过养鱼户

均年增收6000元。谢万柏摄

光山县
人欢鱼跃
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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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最高法：严惩恶意欠薪

为农民工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
河南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结硕果

社工让留守儿童的世界更美丽

2019年12月25日，初冬时分，寒意

渐浓，周口市商水县胡吉镇省庄小学里

却是一派暖意融融。郑州东区乐意社

工、周口合美社工和商水朝阳社工为商

水县农村留守儿童带来了“牵手计划”手

牵手·共同成长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

动。当社工们将一本本世界名著、儿童

文学、优秀作文合集、寓言故事送到留守

儿童手中时，孩子们欢呼雀跃，欣喜不

已，纷纷上前领取书籍，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这是河南省民政厅组织实施的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河南省民政厅积极支持社

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从社会工

作先发地区江苏省和我省郑州市遴选20

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一对一牵手帮扶贫

困地区20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养当

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困难群众救助

帮扶、关爱保护等工作。

社工，被称作社会和谐的“润滑

剂”，拥有着组织协调、资源链接、宣传

倡导的优势。当前，在脱贫攻坚、养老

助幼、社区治理、犯罪预防、矫治帮教等

诸多领域，都活跃着社工的身影。他们

为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等

提供服务，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增长见

识，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9年12月20日，驻马店市天中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链接社会资源艺林书画

教育机构，来到泌阳县下碑寺石灰窖小

学，为那里的留守儿童开展了儿童手工兴

趣小组活动。活动以“筑牢关爱体系护航

祖国未来”为主题，通过带领孩子们学习

传统的手工剪纸、用黏土制作手工作品，

培养儿童对艺术的兴趣，提升孩子们的专

注力和主动学习的能力；鼓励大胆想象，

培养儿童积极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快乐增

能，重塑未来。小组活动结束的时候，孩

子们分享了自己在小组活动中的成长和

收获，每个孩子都自信满满。另一家“牵

手计划”受援机构上蔡县阳光社会服务中

心来到上蔡县第八小学，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感恩课，教育学生在日常生

活学习中要常怀感恩之心，懂得感恩父

母、感恩老师、感恩同学、感恩社会。社工

们为孩子们送上1000余册图书，与八小

师生一起合唱了歌曲《感恩的心》。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

的希望。这些孩子的父母长期外出打工，

家中只有祖辈的老人陪伴孩子，祖孙之间

的代沟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目前，“社工”已经成为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活跃在我省儿童关

爱保护一线，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眼中的

“天使”，在“天使”的陪伴下，农村留守儿

童的世界充满了爱和温暖。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数量
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2019年12月10日，商水县胡吉镇省

庄小学里，“课间快乐十分钟”绕口令比

赛活动正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孩

子们组成王牌组、冠军组、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组和BEST组，每组同学轮流上台展

示，社工根据个人表现在黑板上奖励小红

花。活动中，一些同学表现得较为内向、

安静，发言声音较小，在社工的引导鼓励

下，同学们聚精会神，不断进步。经过六

轮展示，原来内向、腼腆的同学也开始积

极主动要求接受挑战，气氛不断高涨。活

动结束时，小学校长表示，社工们给农村

留守儿童带来了新体检，希望社工们经常

来到孩子们身边，为他们播撒爱和希望的

种子。

组织这场活动的是周口市商水县朝

阳社工，这是一家刚刚成立的本土社会工

作机构。在受援地民政部门和援派机构

的精心培养下，孵化出的机构不断完善内

部管理制度，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专业能

力得到迅速提升。“牵手计划”的实施，带

动了受援县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2019

年，“牵手计划“项目开展了51期社会工

作培训，有1321人次参与培训，培养了

191名社会工作者，孵化出10个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受益人群达到5.33万，也直接

推动了全省社会工作的发展。全省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已经由2017年底的106家

发展到267家，年均增长超过50家。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技能和助人方

法，为社会提供精准服务，赢得了政府和

社会的认可。

近年来，河南省民政厅积极推进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全省

各地积极出台支持鼓励措施，对社区持证

社会工作者给予职业津贴。全省参加社

会工作者考试人数逐年增长，持证社工从

2018年的8360人增长到2019年的9954

人。郑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到

100余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工作经

费投入和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64名社

会工作本士督导，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实现县区全覆盖，社会工作进入崭新的发

展阶段。

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社会工作已经

根植中原大地，在脱贫攻坚、儿童关爱保

护、基层社会治理、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政府和社会的

支持下，助人自助的社工们对未来充满信

心。社会工作将积极回应党和政府期望，

扎根基层、服务社会，运用专业方法服务

人民群众，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为社会和谐、文明和进步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

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

对恶意欠薪构成犯罪的，严厉惩处；对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坚决杜绝拖延立

案、人为控制年底不立案等现象。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完

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一站式诉讼服

务机制，建立案件绿色通道，为农民工

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

次通办的一站式诉讼服务。

并且，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做到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跨

域立案、巡回办理等便民方式，最大限

度降低农民工维护权益成本和门槛，坚

决杜绝拖延立案、人为控制年底不立案

等现象。

对群体性或涉案金额较大
的案件挂牌督办

通知强调，要公正高效审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

关系明确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务

报酬纠纷，以及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农

民工劳动争议纠纷，依法运用先予执行

程序、简易程序和小额速裁程序等，快

立、快审，提高审判效率。对适合以调

解方式处理的案件，综合运用诉前调

解、委托调解、邀请调解等多种方式，将

法律宣传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督促企业

及时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依法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账户原则上不冻结

通知指出，要切实提升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的执行成效。各级人民

法院要组织开展专项集中执行活动，

做到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

案款。用足用好失信惩戒、限制高消

费、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执行措施，

依法采取冻结、扣押、查封、拍卖、变

卖等强制措施，保障农民工及时兑现权

利。

对依法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账户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原则上不

得采取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确保专

款专用。确需依法进行冻结、扣划的，

应首先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通知还要求，要建立完善拖欠农民

工工资纠纷协同处置机制。加强与人力

社保、公安机关、住建部门等政府部门的

协调配合，建立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长效机制。要充分利用司法建议

等方式，及时向职能部门提出预防、解决

欠薪问题的意见建议，加强源头治理，促

进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维护机制的健

全和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吴艳君姚方

沈丘:监督触角延伸至“神经末
梢”

沈丘县纪委监委完善基层“小微

权力”监督机制，向全县22个乡（镇）

派出监察室，还为367个村（居）选配

廉情监察员，形成了县纪委监委——

乡（镇）监察室——村监察员纵向贯通

的工作体系。今年以来，该县累计开

展基层监督业务培训 22 次，培训

3700余人次。 （刘建涛）

1月2日，驻马店供电公司组织所

辖市县公司集中开展“人民电业为人

民”供电优质服务宣传日活动。活动

中，该公司营销专业共产党员服务队

员走上街头，向客户发放宣传资料，宣

讲电费电价、线上缴费、“煤改电”等惠

民政策，同时深入辖区社区、小微企业

上门走访，帮助留守家庭、五保户等特

殊客户检查家庭用电设施，帮助企业

解决用电难题，用真情服务确保客户

温暖度冬。 （黄文静文/图）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驻马店供电公司 真情服务送温暖

春节临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充足，交易活跃。上周，省商务厅重点

监测的粮、油、肉、蛋、菜等11个大类，除

鸡蛋、食用油和食糖价格小幅下跌外，

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猪肉价格上涨1.72%，牛、羊肉价格

上涨0.17%和3.39%。猪肉市场供应依

旧偏紧，价格继续震荡回升，带动牛、羊肉

等替代品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52.59元/公斤；牛肉零售均价

为76.76元/公斤；羊肉零售均价为75.16

元/公斤。春节临近，肉类消费需求将进

一步释放，价格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

禽类价格上涨0.05%，鸡蛋价格下

跌1.71%。上周全省鸡蛋零售均价为

9.77元/公斤，较前一周下跌1.71%；禽

类零售均价为18.55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0.05%。其中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9.8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跌0.85%；白

条鸭零售均价为17.28元/公斤，较前一

周上涨1.05%。随着春节临近，禽、蛋消

费需求增加，价格支撑较强，预计后期

禽、蛋价格企稳回升的可能性大。

蔬菜价格上涨1.2%，上周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5.8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2%。从具体品种看，大白菜、大葱、

豆芽、芹菜、胡萝卜等涨幅居前；豆角、

菜花、莲藕、生姜和莴笋价格小幅下

跌。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受冷

空气及大范围降雪影响，生产和储运成

本增加。预计后期我省蔬菜价格仍将

维持季节性上涨态势。

水产品价格上涨0.97%，上周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38.66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0.97%。其中，草鱼16.19元/

公斤，虾 65.12 元/公斤，大带鱼 35.72

元/公斤，鲫鱼21.28元/公斤，分别上涨

4.18%、3.46%、1.82%、0.76%；鲤鱼

14.78元/公斤，下跌4.27%。进入严冬，

水产品捕捞困难，运输成本增加，加之

春节临近，市场需求旺盛，预计后期水

产品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水果价格上涨1.42%，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13.2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42%。其中香蕉、梨、西瓜、苹果、柑橘、

葡萄分别上涨8.59%、4.57%、4.13%、

3.84%、3.68%、3.62%，桃、荔枝、哈密瓜、

菠萝、樱桃价格略有上涨。目前水果市场

供需两旺，预计后期水果价格易涨难跌。

供需两旺 禽蛋水果价格企稳回升
□本报记者杨青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福利彩票2019年销售1912.38亿元，筹集公益金557.28亿元，公益金

筹集率达29.14%，为近5年最高。

1月13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计，2019年，全国共销售福利

彩票1912.38亿元，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不含弃奖）557.28亿元，公益金筹

集率达29.14%，为近5年最高。

2019年，全国福彩系统坚决执行游戏调整政策，强化新游戏研发，市场

安全平稳运行，销售 1912.38 亿元。其中，乐透数字型福利彩票销售

1320.25亿元，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149.64亿元，视频型福利彩票销售

440.83亿元，基诺型福利彩票销售1.67亿元。

2019年，福利彩票主要游戏如双色球、即开票、3D等销量均实现正增

长，销量结构得到优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牢。

自发行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福利彩票累计发行销售22109.64亿

元，筹集公益金6568.65亿元。

（福彩中心）

优化销量结构
铸牢发展根基

永城市刮刮乐25万元大奖
购买福利彩票中大奖 ，这是广大彩民的心

声，而第一次买刮刮乐就能中出一等大奖，这是许

多人梦寐以求的想法，而刮刮乐也以65%的超高

返奖率常常为彩民带去惊喜。

近日，永城的曹先生首次接触福彩刮刮乐，凭

10元钱在41740013投注站刮中了“甜如蜜”彩票

一等奖25万元。据了解，2019年12月30日上

午，曹先生和往常一样在41740013站闲玩购买

快三。曹先生在等待快3开奖时，业主说：“这是

新上市的票，你刮一张试试手气，新年新气象。”曹

先生一脸笑意，随手拿了一张面值10元的刮刮乐

漫不经心地刮着，并一直在问业主中几个是中，业

主说中3个一样的蜜罐才有奖，曹先生说我这多

得很，业主一看说：“大喜、大喜，你这是中了一等

奖25万元。”曹先生淡定地说现在可以兑奖吗？

随后离开了站点，一旁的彩民羡慕的同时又对福

彩刮刮乐有了新的认识。

在兑奖时，曹先生说：“自己就想中个买衣服的

钱，结果还真是应验了。这福彩刮刮乐甜如蜜真是

让我的生活甜蜜如意，这寓意真好。”平时的他并不

常购彩，偶尔也会买上一张双色球彩票。这次中大

奖，对他来说可以算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

了。曹先生略有激动地说道：“我以前总觉得刮刮

乐中奖概率低，从来不刮，这次要不是业主建议我

买一张试试，我大概就会跟25万元大奖失之交臂

了。”

对于奖金的使用，他表示先用来好好地给家

人添置些新衣服，剩余的用来孩子的教育事业，以

后会经常购彩，并向身边的朋友宣传福利彩票。

（永城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