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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柘城县支行切实强化党风
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农发行柘城县支行党支

部把加强党风廉政工作作为推动执行

力建设的基础和保证，把党纪政纪法纪

条规教育、廉政勤政案例教育与银行自

身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专题

教育与普遍教育、中心组学习与个人自

学结合等形式，使全体员工深刻理解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廉洁从业,助推农

发行长远发展。（柘城农发行 张一鸣）

宣讲小喇叭 政策传到家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恒升社

区第一党支部以文娱宣传形式增强居

民防灾减灾意识。活动结束后，工作人

员通过展板、发放宣传册的形式使居民

掌握各类灾害风险及自救互救等基本

技能，提升了居民的应急能力。（郭瑞娜）

严明纪律要求 强化责任担当
近日，郑州市航空港区明港办事处

为严明区党工委巡察期间的工作纪律，

组织召开了纪律作风整顿会。首先，该

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刘勇对区党工委

巡察工作要求和安排进行了通告和部

署。随后，办事处纪工委书记姚闪闪通

报了巡察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通知和郑

港纪通〔2020〕9号文件，并就纪律作风

进行了强调。最后，党工委书记周树军

对工作和纪律两方面专项强调：一是办

事处与村（社区）两级领导干部要抓好

“一岗双责”工作责任制，履职尽责，勇于

担当，做好表率；二要配合好区党工委的

巡察工作，在资料上报时注意好质量、把

握好实效；三要切实组织好村级动员会

工作；四要以廉洁的党风、高效的作风、

严明的纪律推进明港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 （马旭超）

科普知识进社区 防震减灾惠民生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文雅社

区采取线上与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让防灾减

灾知识入脑入心，提高居民应对地震突

发事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切实把防震

减灾工作落到实处。 （宋薇）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马啸 刘楠）“村里目前基础设施已基本

完备，下一步我要好好想想怎么把柳编

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并加以创新走出去，

柳编不仅是我们村的特色，还是原阳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5月14日下午，当记

者赶到原阳县路寨乡后大柳村采访驻

村第一书记曹欣锋时，他这样告诉记

者。行走在后大柳村，道路都笔直交

错、整整齐齐。

曹欣峰是原阳县一中的老师，从最

初被派驻到村担任驻村工作队员，到现

在任第一书记，有些内向的曹欣峰每一

样都干得踏踏实实，为村民办实事：用

于绿化美化乡村建设捐款2万元；路灯

照明用电及村室办公同品1万元；为村

民孩子减免初高中学费2万元；中秋节

帮扶责任人慰问贫困户捐赠衣物0.36

万元；扶贫日为贫困户购买慰问品

0.3402万元；为村里购买红叶石楠树苗

1.08万元……

“虽然都不轻松，但村上的工作更

繁重也更有挑战性。”曹欣峰告诉记

者，在学校担任微机老师的他，操作电

脑得心应手，面对乡亲和扶贫工作每

一步却都走得谨慎认真。“既然来了，

不管擅长不擅长，想的就是把工作干

好。”

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超市销售

促销商品的情况，有时是品牌活动，但

也可能是因为保质期临近而低价出

售。但如果促销商品马上就要过期了，

经营者在没有进行提示的情况下进行

促销，消费者能否要求退货呢？

近日，家住郑州的小廖夫妇就遇到

了这样的困惑。他们在超市见到某品

牌酸奶“买一送一”，觉得十分划算就买

了一箱。回家才发现，酸奶还有4天就

要过期。小廖觉得超市在搞活动的时

候应该提醒消费者注意“日期临近”，于

是来到超市要求退货。

可超市方表示，根据规定，无质量

问题的产品一律不予退货，购买临期产

品是小廖个人行为，与超市无关。小廖

认为其中存在欺瞒消费者的行为，便求

助记者。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究竟应该如何

界定？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超市

的做法不但违背商家诚信，还违反了相

关法律法规。对于快过期的“临界产

品”，尤其是“临界食品”，大多采用降价

促销方式进行处理，但商家对这类产品

负有特别提示义务。

据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

《规范食品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制

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商场可以对“临界

食品”进行促销处理，但必须做到两点：

一是须在销售场所集中陈列；二是向消

费者做醒目提示。一般保质期在半年

以上的，到期前15天内需要公示;保质

期两年以上的，最后30天是“临界期”;

而保质期仅为一个月的产品，最后三天

内则需要明示“本产品即将到期，特价

处理”等字样。如果商家未尽提示义

务，涉嫌构成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由此可见，小廖买酸奶的超市侵犯

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超市不得以

“无质量问题”为理由拒绝处理。

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当自身合

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提升保护意识，

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

5月18日，宁陵县柳河镇乔大庄村农民在收获大蒜。今夏，该县种植的万亩无公害大蒜喜获丰收，亩产大蒜3000斤以上。吕忠箱摄

“焦飞啊，我多么希望你睁开眼睛看

看我们呀！”5月10日，濮阳县人社局下

沉干部焦飞进入濮阳市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整整一个月了。“焦飞是家里的独生

子，他话不多，干事认真负责，替领导和

同事考虑得多，总是怕工作赶不上，加班

加点是常有的事儿。他坚守防疫岗位，

同时操心本职工作，他这是累的呀！”妻

子倪芳泪水涟涟地说。

2月2日，39岁的濮阳县人社局小额

贷款中心副主任焦飞被组织上作为下沉

干部派到了濮阳县城区的荣域社区智慧

城执勤。“焦飞年轻能干，认真负责。作为

县人社局下沉的党员干部，凡事都很积

极，不喊苦喊累。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多月

时间，他总是早来晚归，顿顿方便面充饥，

没有一句怨言。”濮阳县荣域社区智慧城

保安队队长刘明旗提起焦飞赞不绝口。

刘明旗说，焦飞服务居民忙起来真的是不

顾危险和身体，他好像是一团火焰在照亮

和温暖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知道自

己有高血压，但工作起来常常忘记吃药。

3月11日，在疫情有了转机时，焦飞

一边到小区值班，一边忙本职工作。

“那段时间，焦飞除了换衣服和吃饭

回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加班熬夜，

下乡摸排，我们两个之间说得最多的是

工作。”倪芳说。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

倪芳揽下了所有的家务琐事儿。

4月10日晚6时10分，焦飞自办公

室忙完工作回家，刚到小区就感到乏力

头沉，妻子倪芳匆忙将他送往濮阳市人

民医院急诊，经检查为急性脑干出血，于

当晚8时许转诊到重症监护病房，至今仍

处于高度昏迷状态。

“焦飞承担了大量的审核和外调工

作，分包了1/3的乡镇。作为下沉干部，他

忙着防疫的同时，总是抽出时间忙活本职

工作，加班已成了他的常态，始终绷紧着

脑神经。得知焦飞脑出血住院的消息后，

我们县人社局干部职工踊跃捐款近五万

元。”对于自己的助手焦飞，濮阳县人社局

小额信贷中心主任李宏森深情地说。

“身上蚊子咬了，用清凉油抹抹；上

完厕所，用香皂洗洗手；看到苍蝇了，用

蝇子拍驱赶……”5月8日，西峡县丹水

镇敬老院院长李石头一边和工作人员

为每位特困老人发放夏季个人卫生用

品，一边为老人讲卫生常识。

在活动现场，全院98位特困老人排

着队，个个面带笑容依次从李石头及工

作人员手中领取了风油精、清凉油、香

皂、蝇子拍、遮阳帽、夏凉被、唐装大红短

袖上衣、短裤、枕头席、竹凉席等14种生

活用品。“这十多样物品，每个人的费用

大概在180元左右，全院近百位老人共

开支17640元。”敬老院会计高燕说。

每年为每位特困老人配备夏季个

人卫生用品的活动在丹水镇敬老院已

经延续了20年，累计开支352800元，今

年则是为老人配备生活用品最多的一

年。“敬老院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配备

的物品也很齐全，我们在这里吃得香、睡

得好，心情好了，身体也少生病，真是享

不尽的清福啊！”身穿着刚领到手的大红

唐装短袖上衣的80岁老院民周文汉满

脸笑容地说。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我

们采购的夏季个人用品，重点侧重于个

人卫生方面，目的是保护特困老人的身

体健康，让他们安享晚年。”说到配备物

品的初衷，李石头由衷地说。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

猪肉价格持续下行，上周全省猪肉零售

均价为 51.55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94%，较上年同期上涨107.23%。近期，猪

肉价格持续回落，养殖户生猪出栏意愿增加，

市场肥猪较多。气温升高，猪肉消费逐渐进

入季节性淡季，对猪肉价格形成一定抑制。

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在高位偏弱运行。

禽蛋价格低位运行，上周全省鸡蛋零售

均价为6.47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3.29%；

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87元/公斤，较前一

周下降0.5%；白条鸭零售均价为17.07元/

公斤，较前一周下降4.53%。进入夏季，天

气炎热，鸡蛋存储期时间缩短成本增加，商

家多按需采购。目前市场鸡蛋供应仍处于

高位，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维持弱势。

蔬菜价格季节性回落，上周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4.64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32%。日照充足，蔬菜生长周期缩短，

西红柿等本地菜供应量增加，价格回落明

显。随着夏季时令蔬菜集中上市，市场供

应将进一步增加。预计近期蔬菜价格仍

有下跌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止跌回升，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7.1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03%。其中，鲢鱼、大黄鱼、鲤鱼、草鱼

有所上涨。淡水鱼存塘量继续减少，养殖户

惜售，叠加气温升高，不利于水产品长途运

输。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或将继续回升。

水果价格小幅下跌，上周全省水果零

售均价为14.44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7%。樱桃、西瓜等应季水果大量上市，

物美价廉、供应充足。预计近期水果价格

仍将以降为主。

促销时买到“临期产品”
算不算欺瞒消费者？

□本报记者焦莫寒

近期蔬菜水果价格
呈季节性回落
□本报记者杨青

濮阳县人社局下沉干部焦飞

他像一团火焰温暖别人
□本报记者段宝生

宁陵县宁陵县 万亩大蒜喜丰收万亩大蒜喜丰收

西峡县丹水镇敬老院

发放卫生用品 守护老人健康

驻村书记为村民办实事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封德王玉贵

“我家的烤咸鸭蛋，蛋白焦黄、瓷实，

蛋黄流油、起沙，有股焦香味儿，而且又不

咸，保证好吃。”寇志强烤咸鸭蛋的技艺那

是一绝，但要让他对着镜头推销自己的农

产品，舌头就像打了结，私底下说得很顺

溜的产品推销词，愣是说了很多遍，依然

说得磕磕绊绊。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寇志

强的蛋鸭厂囤积了5万多枚咸鸭蛋，现在

急需拓宽销路渡难关。

咸鸭蛋烤出“流沙”心

“加上我老头，俺爷俩干蛋鸭养殖已经

30多年，腌咸鸭蛋的技术也有30多年了！”

寇志强是不折不扣的“继二代”，继承了老

爹养鸭的传统，也继承了腌咸鸭蛋的工艺。

2016年，寇志强关掉了广州的蛋鸭

厂，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上蔡县西洪乡曹王

村建起志翔养殖专业合作社，主打产品是

咸鸭蛋、烤咸鸭蛋。“蛋黄流油、起沙，全靠

腌的功夫好，一般人腌咸鸭蛋腌14天左

右，我这个至少要腌一个半月以上，要让

盐吃透，才会流油、起沙。”

“咱还是用传统的草木灰腌鸭蛋，只

不过我用的不是本地的草木灰，而是南方

的稻草草木灰。”在草木灰的选择上，寇志

强曾做过实验，南方的草木灰黏聚性强，

隔绝效果好，腌出来的鸭蛋咸淡均匀。另

外，寇志强结合健康理念，摒弃传统的大

颗粒盐，采用低钠盐腌制，避免腌制出的

鸭蛋口感过于咸。“我们有个专业的大锅，

用来烤咸鸭蛋。烤一锅大概要8~10个小

时，必须要用小火，慢慢地烤干鸭蛋里面

的水分，蛋白脱水分后出现绵密、瓷实的

口感，蛋黄会起砂。”

销量低愁坏“鸭司令”

“我这个养殖场占地近20亩，分三个

功能区，一个是外环就餐区，一个是内环下

蛋棚，还有一个是桃园休闲锻炼区。鸭子

全部散养，每天要满园子找鸭蛋、捡鸭蛋。”

每天一大早，寇志强和工人们一起开圈，将

近6000多只蛋鸭从下蛋棚赶到外环就餐

区饮水、喂食，等蛋鸭们吃饱喝足以后，再

把它们赶到桃园休闲锻炼区“锻炼”。

“我们这儿的鸭子是从惠州引进的‘青

壳4号’品种，坐飞机空运过来的！”说起养

鸭的成本，寇志强可是下了“血本”。鸭苗是

空运来的，养鸭的饲料来自天南海北，东北

的苞谷、进口的鱼粉、自家榨的豆油等。光

饲料这一块儿，一天的花销将近4000元。

“要是在往常的话，基本上我不愁销

路，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我这儿买，他们看

得到咱们养鸭的模式，也知道咱手艺好。

但是赶上疫情了，一下子囤积这么多，短

时间内难以消化，每天新收鸭蛋5000多

个，再加上还有14000只的鸭苗快长成

了，鸭蛋会越囤越多。”寇志强说。

目前，合作社推出活动，买100个送5

个，希望带动销量。

如果有人想要买烤咸鸭蛋的话，可以
电 话 联 系 寇 志 强 ，他 的 电 话 是 ：
15093591832。

受疫情影响 上蔡“鸭司令”寇志强鸭产品滞销

5万多枚咸鸭蛋急寻买主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白贺阳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5月12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0036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7、09、16、22、

24、32，蓝球号码为06。当期开出头奖3注，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河南彩民

收获其中1注，出自洛阳市聂潘路粮食局家属院楼下41030154福彩投注站。

开奖后没多久，洛阳双色球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来到河南省福彩中心

兑奖，现场分享中奖过程。据了解，刘先生刚过而立之年，是福彩的忠实彩

民，平时尤其喜欢购买双色球，机选或自选号码，单式、复式等投注，他都喜欢

尝试；有时感觉好了，就会加大倍数或者来一组复式号码，多年来不断收获着

购彩乐趣。他说：“总之，买彩票就是一种娱乐途径吧，同时还能为公益事业

做贡献，很不错。”

当天是双色球开奖日，刘先生利用中午的空闲时间来到投注站，由于感

觉不错，他以原来已选定的心仪号码为基础进行修改，最终选定一组复式

“14+1”号码，进行了投注。付出总有回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组号

码，让他命中了双色球第2020036期头奖以及其他奖项，共揽奖金1024万

元，可谓十分好运。

兑奖后，问及刘先生对奖金的安排，他表示目前除了改善生活，其他的还

没有更好的计划，会先存起来，慢慢打算。对于将来，刘先生说，会继续购买

福彩双色球，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复式投注，洛阳彩民喜领双色球
大奖102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