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
翟彦冬）“没想到修路集资款还能要回

来，你们巡察组帮俺老百姓办了件大实

事、大好事！”内黄县马上乡同住四村的

群众对巡察组的同志交口称赞。

“前几年群众集资修村里的路，路没

有修，集资款也不知道去哪了？”“后来，

这条路是国家拨款修的，集资的钱也没

有退，俺们也反映过多次，但一直都没回

话。”4月下旬，内黄县委第十一巡察组进

驻马上乡同住四村开展巡察。在开展工

作前，巡察组通过发布巡察公告、公布举

报电话等方式广泛征集问题线索。很

快，有群众代表向巡察组反映几年前村

里集资修路款问题，个个情绪激动。

巡察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安

抚好群众情绪后，立即召开组务会进行

研究，制订了详细的走访调查方案。

通过反复走访群众巡察组了解到，

原来同住四村通往外界的道路年久失

修，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2014

年群众代表商议决定集资修路，村里的

56 户人家共集资 32200 元，但直到

2018年未启动实施，收取的32200元集

资款不知去向，后由乡政府拨款修路。

由于时间跨度长，集资户数多，且多人

参与收取集资款，现在参与的人有的在

外打工，有的年纪较大记忆模糊，有的

在外居住联系不上，情况十分复杂。为

尽快核实集资款情况，巡察组牺牲假期

休息时间，克服困难，往返多地，与当时

相关人员逐一谈话了解情况，终于排查

出集资款在一名群众代表高某处存放。

随即，巡察组找到高某进行谈话，

讲清政策，严肃指出其错误行为。在强

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高某承认了收取

的32200元群众集资款全部由自己保

管。5月3日，高某在巡察组及村“两委”

干部的监督下，把集资款全部退还给群

众，并将退款情况在村公开栏进行公

示，接受群众的监督。至此，悬在群众

心里6年多的石头终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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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早餐店”里的温馨故事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张馨丹

“今年受疫情影响，生意没有去年

好，但乡亲们对咱家生意的照顾，我一辈

子都忘不了。”5月23日，在鲁山县尧山

镇街东头的“温馨早餐店”门前，57岁的

店主李素珍一边忙着照顾食客一边说。

李素珍家就在尧山镇区，她曾先后

做过子宫切除和胆囊切除手术，还患有

“三高症”。2013年家里盖了新房不久，

李素珍的儿子就患了肾上腺肿瘤，手术

切除后又不幸转为肾衰竭，每周要靠3

次透析来维持生命，前些年住院治疗及

后续透析花了30多万元，掏空了家底不

说，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2016年 9

月，李素珍为了给儿子筹钱看病和还外

债，不顾自己满身是病，找三弟协商出

本钱，开了一家早餐店。镇区很多人知

道她家中的情况，平日里，乡亲们宁愿

舍近求远，也会来她家的早餐店就餐，

这让李素珍很是感激。旅游旺季时，也

有不少游客来吃早餐，李素珍的早餐店

一年能挣5万元左右。

李素珍和丈夫魏大栓每天早上4点

多就起床做胡辣汤，包包子、炸油条，忙

个不停。晚上炸豆腐干、切豆腐丝、和

面等，一般要忙到夜里10点左右。“经常

来的都是乡里乡亲，你得更加注重饭菜

的质量和卫生。”李素珍说道。

由于原先家底殷实，又盖了新房，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强的李素珍都

不愿向村里反映家里的困难，而是靠自

己的努力一点点地挣钱还债。2017年，

李素珍做了胆囊摘除手术，手术后不

久，李素珍就又坚持着“上班了”。2018

年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了解到她家

的真实情况后，把她家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随后帮她家申请了小额贷款，

让魏大栓利用空闲时间养殖了10多箱

蜜蜂。

“现在的扶贫政策好，我家该使的

补助都使了，该享受的政策也都享受

了，家里去年（年底）也脱贫了。但我还

要继续把早餐店开下去，通过自己的双

手过上好日子。”李素珍说。

□本报记者杨青

太康县张桂荣

“俺能有这么好的身体 多亏媳妇照顾”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杨澎涛青俊

许昌市建安区

家庭医生让贫困群众生活更健康

原阳县 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创业

樱桃种植研学记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邵利牛笑语

农发行睢阳区支行开展防灾减灾
宣传活动

5月12日，农发行睢阳区支行组

织员工志愿者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活

动。该行主要通过在营业室外设立宣

传展台，向路过群众和前来办业务的

客户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介绍各

类灾害事件的特点和危害，普及灾情

险情的判别要领和防灾减灾的基本技

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取得了较好宣

传效果。

（王晓飞）

五月的夏日，在新安县五头镇马头村

张金练家的樱桃种植园，一串串玛瑙般晶

莹剔透的红樱桃挂满了枝头。树下，一场

关于樱桃种植技术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

“我家园子里的樱桃树比你家的壮实

也比较高大，但是为什么产量不高，货架

期短，品质上也难保障呢？”该县南李村镇

樱桃种植大户李万重疑惑地问道。

以李万重为代表的樱桃种植户，在樱

桃种植方面普遍存在着缺技术、缺经验等

瓶颈，组织部人才办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为了帮助樱桃种植户打破瓶颈、少走弯路

多创收，在五头镇樱桃种植领域的两大龙

头企业——洛阳市易发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新安县卓成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了

一场樱桃研学活动。

张金练和张韶东分别是这两家企业

的负责人，也是新安县第十二批“拔尖人

才”。这场研学活动，为种植户提供了向

专业人才学习交流、将优秀经验复制吸收

的机会。

“别看你的樱桃树高，我这儿的樱桃

树，矮是矮了些，可果子都能把树枝压弯

了！我的‘杀手锏’不在田间地头的树枝

上，在组培实验室的育苗技术里。”看过了

李万重种的樱桃树，辗转到自家樱桃田

里，张金练终于忍不住要“爆料”了。

“每一棵苗，都要层层闯关，任何一个

环节受到病菌感染，就要被淘汰。”张金练

补充说，从大田采集最嫩的枝芽，多次消

毒之后，在显微镜下层层剥离幼叶，再把

核心部位的茎尖接种于培养基中。此后，

经过初代培养、继代培养、生根培养、过渡

移栽培养等多阶段遴选，才能最终移栽大

田，成为砧木。

“新安县近年出台的一系列人才政策

给我这个农民很大的信心，很多的肯定，

我也要积极响应返乡创业、乡村振兴的号

召。”张金练说，自己关注研究樱桃种植已

经二十余年了，之前是在深圳打工，但一

直心里想着回家乡种樱桃。

“我这技术，也就是在实验室里耍耍威

风，走到田间地头谈灌溉和种植等，还得向

人家韶东学习先进经验。”下一站是张韶东

的樱桃园，张金连在路上谦虚地说。

在张韶东的樱桃园里，有一间不起眼

的白房子——原来是一个机房，里边放置

了从以色列引进的樱桃种植操控系统。

“别看这台机器小，它是整个种植操

控系统的CPU，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对其进

行远程操控，把灌溉和农药喷洒等费时耗

力的作业在掌心一键解决，也解决了人工

成本高的问题。”张韶东用专业又不乏生

动的语言介绍这套系统。

张韶东从2009年开始种植软籽石榴，

2013年靠互联网技术种植软籽石榴，年收

入400余万元。如今他将这种智能化种植

果蔬的模式应用到了樱桃田间，只需一间机

房，远程直播系统、土壤墒情传感装置、水肥

一体化灌溉系统等高科技装备一应俱全，

处处彰显着他的樱桃园与别人的不一样。

人才兴，农业强。“今天已经不是父辈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科技含量高的

现代农业离不开你们乡土人才，引进来、

留下来和用起来一直也是我们工作的立

足点。下一步也会组织咱们拔尖人才进

行健康体检、培训学习、服务基层等活动，

多给大家提供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凝

聚乡村振兴人才力量。”新安县委组织部

人才办负责人庞爱萍说道。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马啸）今年以来，原阳县统筹“战疫”“战

贫”两大攻坚战，从落实政策、补齐短板

入手，全力助推贫困劳动力创业就业。

落实政策，助力“两不愁三保障”。

落实优秀务工奖补政策。出台《原阳县

人民政府关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

力优秀务工奖补实施细则》，鼓励其如

实申报收入，实现稳定就业和稳定增

收；落实抓好创业支持政策。对贫困家

庭人员自主创业及市场主体吸纳贫困

家庭劳动力就业予以创业担保贷款、财

政资金奖补等政策落实；落实技能培训

支持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

力符合条件人员参加培训每人每天发

放30元生活补贴。

解决问题，补齐转移就业短板弱

项。聚力解决贫困家庭劳动力年龄偏

大、文化程度偏低问题。通过调查摸

底，一次性安置农村公益性岗位人员

458人，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和增

收；聚力解决村级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偏

低、年龄偏大问题。一次性安置高校毕

业生458人到村里当文书，专门从事扶

贫数据填报、政策宣传等工作；聚力解

决技能培训针对性不强问题。训前逐

人征求群众意见，并加大“订单培训”，

训后即能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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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价

格降多涨少。

猪肉价格窄幅波动，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50.87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32%；牛肉零售均价为77.12元/公斤，

较前一周上涨1.31%。随着气温攀升，猪

肉整体需求依旧处于低位，预计近期猪肉

价格仍将在高位窄幅波动。

鸡蛋价格低位运行，上周全省鸡蛋零

售均价为 6.42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77%；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56元/公斤，

较前一周下降1.73%；白条鸭零售均价为

17.1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64%。目前

蛋鸡存栏依然偏高，市场鸡蛋供应较为充

裕。高温天气下鸡蛋保质期缩短，养殖户出

货积极。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延续弱势。

蔬菜价格继续下行，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4.61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65%。蔬菜价格持续回落，一方面受疫情

影响餐饮行业需求小于同期，导致葱蒜等类

蔬菜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茄果等类蔬菜处

于季节性旺季，供应量继续增加，种植成本

和运输成本降低，导致蔬菜销售价格下降。

预计近期蔬菜价格仍有下行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小幅下降，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6.67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1.37%。休渔期间，冰鲜类水产品及时

补充市场，导致水产价格下跌。本月底前，

南方地区雨水充沛，强对流天气频发，或将

对淡水鱼运输、捕捞造成一定影响。预计

近期水产品价格将在现有价格小幅波动。

水果价格大幅回落，目前全省水果市

场供应充足，应季水果上市量增加，价格降

幅明显。上周全省水果零售均价为12.33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4.61%。气温较

高，樱桃、葡萄等水果不宜储存，商家多降

价销售。预计近期水果价格将继续回落。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李媛
媛 李阳）5月19日的“世界家庭医生

日”恰逢周二扶贫日，许昌市建安区卫

健委组织全区78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团队在各自服务辖区内，由乡镇卫生院

院长带队，严格按照服务方式、内容、规

范的服务流程，统一行动，统一着装，集

中走村入户为贫困人员进行健康教育、

政策宣传、慢病随访、健康体检、免费送

药等个性化服务。

建安区卫健委按照贫困人员家庭医

生签约专项工作推进方案，组织卫生院

注册的全科医生、具备能力的村医、公卫

人员、护理人员555人，成立签约团队78

个，承担了全区13个乡镇的贫困人口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每周二扶贫日也是

“家庭医生签约日”，在辖区内集中走村

入户为贫困人员进行健康教育、政策宣

传、慢病随访、健康体检、免费送药等个

性化服务。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

移，资源下沉，及早解决群众看病难等问

题，进一步提升建安区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质量，促进签约服务提质增效。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建安区卫健

委成立的由全科医生、公卫人员、村医和

护理人员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通

过签约的方式，促使具备家庭医生条件

的全科医生与签约家庭建立起一种长

期、稳定的服务关系，对辖区贫困户实施

签约式服务，通过区级医疗专家指导、定

期上门服务、健康大讲堂，个性化健康管

理等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贫困

人员健康素养，实现贫困家庭全覆盖，达

到群众签约率、满意度100%。

“娘，你的手指甲长了，来，让我给你

剪一下。”“好，闺女，这些年真是难为你

了。”5月20日，太康县转楼镇王集村一

农家小院里，69岁的郭凤芝正给96岁的

婆婆张桂荣剪指甲。两人时而说话，时

而欢笑，场面温馨和谐。

张桂荣是一位孤寡老人，此前，丈夫

从其妹妹家要了一个孩子——王化义。

而郭凤芝就是王化义的妻子。

张桂荣老人性格孤僻，郭凤芝嫁过

来后，老人曾和她因为生活琐事闹过一

些别扭。40多年前，张桂荣老伴儿去世

后，她就把张桂荣叫来一起吃住，悉心照

顾其生活起居一直到现在。

初夏，杨柳翠青。当日上午，沿着一

条水泥路从转楼向东，走不远便来到王

集村张桂荣老人的家里。院子不大，但

被收拾得非常干净，院子东侧还种着小

青菜、豆角等各种时令蔬菜。

“来，坐坐，凤芝赶紧倒水。”见到有

人进来，张桂荣老人赶忙笑着迎上来，一

边招呼记者，一边吆喝正在菜地里侍弄

蔬菜的郭凤芝。老人脸色红润，说话声

音洪亮，除了耳朵有点聋外，身体较为硬

朗。如果不是事先了解了老人的情况，

记者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张桂荣

老人竟有96岁高龄。

“俺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多亏了俺媳

妇照顾。”张桂荣老人说。“那个时候孩子

小，孩子病了娘也不问。”回忆起往事，郭

凤芝眼眶噙满泪花。不过，对于这些，心

地善良的郭凤芝并不计较。郭凤芝说：

“谁都有老的时候。”

2018年5月份的一天，张桂荣突患

脑梗，郭凤芝迅速将老人送到医院治

疗。由于病情较重，医生当时就下了病

危通知书，“抓紧回家给老人准备后事

吧。”医生对郭凤芝说。但郭凤芝坚持要

求给老人治疗。

擦屎刮尿，捶背按摩。张桂荣一直

守护在老人床前，跑前跑后。经过治疗，

半月后，老人病愈出院，并且未留下后遗

症。“我能活到今天，都是俺媳妇给的。”

张桂荣老人动情地说。

村支部书记王金国说，郭凤芝在村

里是出了名的好媳妇，为人处世和善。

“自从嫁到俺村几十年来，凤芝从来没有

跟谁红过一次脸，磨过一次嘴。村里无

论谁家有事，她听说后，都会前去帮忙。”

内黄县

“消失”的集资款重回群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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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价格
将继续回落

5月25日，商水县袁老乡纪委干部在葡萄园走访种植户，了解产业扶持资金发放兑现情况。该县纪委监委深入

基层一线，通过入户走访、入企核查、张贴二维码举报牌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和措施落实情况，

为产业扶贫资金上“保险”。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摄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福彩送汽车，火热正进行。为回馈广大彩民，5月

18日起，连续9周，河南省福彩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活动。其间，凡购买单张

20元（含）以上双色球彩票，就有机会抽取汽车大奖。

目前活动已进行一周（5月18日至24日），按照活

动计划，5月25日上午进行了第一周抽奖，共抽出了6

名中奖者，每人将获得汽车1辆，现将抽奖结果公布：

见右图

该次中奖者，根据其在“豫彩通”APP或“豫彩通”

微信小程序注册填写的手机号码，省福彩中心将电话

通知中奖者领奖。为保证奖品兑付顺利，每个开奖周

的次周三为领奖截止日，逾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同时，根据税法等规定，中奖者须缴纳个人偶然所

得税，奖品汽车均为白色，所有权归中奖者所有，不可

折现，税费、过户、上牌等费用由中奖者承担。

活动回顾：

河南“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活动时间为5月

18日至7月19日，共计9周。活动期间，全省范围内的

购彩者购买当周单张20元（含）以上双色球彩票，可使

用“豫彩通”APP或“豫彩通”微信小程序，扫描当周彩

票票面右下角二维码参与抽奖活动。

活动以周为单位，每个活动周的次周周一为“抽奖

日”，在公证人员监督下，从有效数据中每周抽取6张

彩票，其持有者分别获得一辆东风风神AX7汽车，每

周共计6名中奖者，抽奖结果在河南福彩官网、官微公

布。活动共进行9周，累计送出汽车54辆。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这个盛夏，让我们一切

相约双色球，在助力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赢取更多好

运，参与汽车抽奖，火热夏季惊喜享不停。 （豫福）

河南“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
第一周抽奖结果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