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何丰
先 张少悦）“这次培训让我更加深入地

掌握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

大意义，也让我对当前重点工作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在下步的工作中，我会

更有方向、更有动力。”6月20日，邓州

市构林镇副镇长刘邓南在第三期轮训

班结束后说。

6月12日至20日，邓州市分三期对

全市1200多名乡科级干部进行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培训，系统学习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等课程。在三期培训中，市委常委带

头授课，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从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统

战工作、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等方面进

行专题辅导。同时邀请市直部门理论

水平比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干

部，结合有关工作开展专题授课。

为开阔学员眼界、提高学员理论水

平，该市邀请著名高校和上级党校教授

作专题报告，“借脑育才”。受邀教授们

在授课前先进行实地调研，结合地方实

际和重点工作确定授课内容，确保培训

的针对性、实效性。

“通过专题轮训旨在提高我市领导

干部进一步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实质，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

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推动

经济建设迈上新台阶、决战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和组织保障。”邓

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俊宏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吴改
红王燕舞）一望无际的桃林里，红彤彤

的桃子挂满枝头，游人如织，欢声笑语

不断……6月 20日，汝州市汝南街道

虎头村举办的首届鲜桃采摘节，吸引

了四面八方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游

客。

“这里的桃子个头大、种类多、口感

好，等明年盛夏桃子熟了还要带着家人

再来。”带着孩子来这里采摘鲜桃的汝

州市民王梦甜笑着说。

虎头村位于汝州市北汝河南岸，水

资源丰富，为桃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

然条件。目前虎头村桃树种植面积达

1000多亩，有水蜜桃、黄桃、久鲜桃等

30多个品种，鲜桃上市期从每年的5月

底一直持续到9月份。虎头村的鲜桃具

有色泽鲜艳、口味甘甜、清脆爽口的特

点，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目前村里有种植公司、合作社、家

庭农场9家，桃树种植面积1100余亩，

葡萄180余亩，草莓130亩，林果业年产

值达800万元。”虎头村党支部书记杨廷

贤说，下一步，村里将依托果树种植，进

行果汁、果干等产业链延伸，充分利用

线上电商平台、线下果蔬采摘体验等方

式拓展销售渠道，切实增加广大种植户

的收入，同时计划将虎头村的鲜桃采摘

节逐步发展成一个田园休闲游的特色

项目。

6月20日，在洛阳高新区瀛洲街道办事处引驾沟村一处桃园里，果农胡遂芳在采摘优质黄桃。近年来，当地政府引导农民发展沟

域经济，胡遂芳种植了50亩桃树走上了致富路。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该村30多户农户种植桃树200多亩，其中8户为贫困户，亩均纯

收入6000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弛摄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的人生路虽

然坎坷不平，但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靠

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身残志坚，把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他叫李继峰，沈丘县冯营乡刘庄寨行

政村油坊庄村人，大家伙儿喊他“峰哥”。

今年48岁的李继峰，20多岁时和其

他年轻人一样，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

因为肯掏劲、能吃苦，在一家煤矿集团找

到了工作。然而，1993年10月，命运却

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右臂被机器“咬”

住，导致前臂截肢。

“躺在手术床上，我能清晰地听见医

生截臂的‘沙沙’声。”李继峰说，他强忍悲

痛，没有流泪、更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思

考今后怎么办？毕竟自己的人生之路还

有很长。

1998年起，他开始做运煤生意。他

自己没法开车，就雇了一个司机，开始往

湖北、山东等地给客户送煤。第一次运输

是销往驻马店，赚了30元，数额虽少，但

他很满足，毕竟是他身残后挣到的第一笔

钱。第二次是往武汉送煤，没想到却赔了

200多元。“怪自己事前考虑不周全，中间

有山路需要绕路，加大了运输费和耗油

量。”李继峰说，当时妻子和家人劝他停

手，然而他选择了坚持。第三次送煤，让

他惊喜的是一下子赚了800多元。

“800多元，那时候可相当于一个乡

干部一个半月的工资啊！”李继峰现在还

能记得那时的高兴劲。靠着吃苦耐劳、诚

信经营，他的客户越来越多。从雇一辆车

到雇四五辆车，他不但还清了家里的外

债，手里还有了不菲的结余。“爱拼才会

赢！”李继峰这一干就是10年。

2008年，煤炭行业销路下滑，李继峰

遇到了挑战。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2009年

起，他选择了集装箱运输行业。从天津码

头往北京运输集装箱，这一干又是3年。

正当他干得轻车熟路时，以前和他做过煤

炭生意的客户和单位强烈要求他“重操旧

业”，说他讲诚信、能提供优质煤。为了那

份信任，2013年李继峰又开始从焦作往

安徽省给几家单位和30多个客户供煤，

为了不跑空车，返回时途经家乡沈丘，他

通常是拉些粮食销售。

正当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时，命运又给

他开了第二个玩笑。因胆管堵塞，他做了

切除手术。医生告诉他，以后不能再熬夜

跑运输了。

无奈之下，李继峰只能寻找其他出

路。2018年7月，他和几个朋友合资在郑

州加盟了一个“老渔翁秘制烤全鱼”连锁

店。他作为股东，在全国四处找市场、找

盟友的同时，自己也在河南新郑开了一家

“老渔翁秘制烤全鱼”连锁店。由于善经

营、会管理、味道鲜美，店里一直顾客盈

门。

2019年10月，常年在外打拼的李继

峰，受到家乡招商引资、返乡创业优惠政

策的吸引，决定回家乡创业。

他在沈丘县城鑫源国际商场四楼选

择了一个商铺，又开了一家“老渔翁秘制

烤全鱼”连锁店，并向社会提供了10个就

业岗位。由于烤鱼味道好、诚信经营，“老

渔翁秘制烤全鱼”一下子“窗户眼吹喇叭

响声在外”。

李继峰说：“虽然我残疾了，但是也不

能坐等政府救济，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

有信心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茶余饭后，大家常常讲起“峰哥”的故

事，而“峰哥”在店里幸福地忙碌着，温柔

的灯光洒在他那张始终微笑的脸上。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素
芬刘振伟）“‘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你

一起想办法’,这是首席服务员吕玮洁

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在她的帮助下，

我们企业很快实现了复工复产，目前生

产经营已和去年持平。”6月19日，台前

县芳欣制衣有限公司经理陈立伟说。

早在今年 3月，台前县就选派 50

名优秀科级干部担任重点企业（项目）

首席服务员，深入企业一线实行“一对

一”帮扶，当好企业“店小二”“守夜

人”，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目前，首席服务员共收

集涉及融资、用工、运输、原料供应、手

续办理等10个方面问题463个，已解决

426个。

台前县还坚持精、准、细、严管好队

伍，建好服务“账本”，实行打卡考勤、问

题周报、每月通报、“十佳首席服务员”

评选等办法，引导首席服务员主动深入

企业开展工作，及时了解企业需求，提

供精准服务。同时，将首席服务员纳入

重点工作一线干部专项考察的范畴，对

首席服务员进行定期考核，考核结果作

为评先树优、晋升职级、提拔重用的重

要依据。

“首席服务员制度正在悄然改变着

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高效精准

的营商服务，真情实意的贴心服务，让

台前今年以来的项目建设、企业发展跑

出‘加速度’。”台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郭炳申说。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代文
官）6月18日，在渑池县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渑池县人民法院院

长刘占军所作法院工作报告获得与会代

表一致举手表决通过。报告显示，2019

年渑池县法院受理各类案件8457件，审

执结 7503 件，同比分别上升 24.58%、

14.37%，取得了执行质效三门峡市第一

的优异成绩。

2019年，渑池县法院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审结刑事案件677

件，判处罪犯1085人。优化法治营商环

境，依法审结买卖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等案件507件;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

旨，妥善化解各类民事纠纷3806件;完

善和推进“府院联动”实体化运作，积极

促成河南中色东方韶兴实业有限公司复

工复产;着眼扶志扶智，协调投资150万

元建成藕池村民盟烛光小学宿舍楼。全

年受理执行案件3011件，执结2811件，

执行到位金额4.41亿元，该院执行局被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优秀

执行局”。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6月19日，在位于鲁山县董周乡孔庄

村的巨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里，50余名

村民在忙着摘桃、转运、装车。“听这里的

干部介绍，孔庄村有60亩红蜜香桃滞销，

我们专门来拉了5000公斤。”一名来自

湖北省的水果批发商说。

原来，当了解到这家带贫企业的鲜

桃滞销时，驻村帮扶单位平顶山市新华

区政协多方联系，介绍了一个水果批发

商前来购买。驻村工作队队长郭炎江介

绍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巨晖农业的鲜

桃出现了滞销。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就想方设法把桃销出去。我们单位

领导带着区政协委员前来采购了300箱，

另外还联系了两家连锁超市，计划再采

购3000公斤。”当天，新华区政协共帮助

带贫企业销售桃子1万余公斤。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21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神奇的天文现象》集邮

文化大讲堂正在河南省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天文馆进行，小观众们无不聚精会

神，认真聆听，感受“天文+集邮”的无限

乐趣。

为纪念日环食这一珍贵的天文现

象，中国邮政在6月21日当天特别发行

了《天文现象》特种邮票一套5枚，图案

名称分别是日环食、月全食、流星雨、大

彗星、水星凌日，由河南省邮电印刷厂

印制。在邮票设计上，工艺师采用了5

枚邮票5种工艺的全新印制方式。

当天，省邮政公司与河南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天文馆携手，联合举办了

《天文现象》邮票发行暨“神奇的天文现

象”主题文化活动，参加活动的少年儿

童邮迷们共同见证了这一自然奇观。

现场还进行了天文现象观察、邮票展

览、特殊工艺体验等活动。

“这鸡蛋，蛋清清澈透明，蛋黄橙黄浓

稠。煎鸡蛋，能煎得蛋清蛋黄若即若离；

炒鸡蛋，能炒得香味四散诱惑隔壁。水分

适度，没有腥气，吃到嘴里，比肉片松软，

比豆腐细腻……”

“我们上蔡的得全鲜鸡蛋，是真正的

中草药养生蛋，希望大家多关注支持这样

的好产品，让得全鲜鸡蛋有机会摆到上蔡

县更多的餐桌上！”

近日，上蔡县政府副县长雷鸣、彭其

慧共同为小岳寺乡双河村得全养鸡场代

言的视频，在上蔡微信朋友圈和抖音

App上获得大量转发，一时间到得全养

鸡场购买新鲜“绿色”鸡蛋的人络绎不

绝。这里母鸡住空调房、喝纯净水、吃优

质饲料、享受中药调理，新奇的养殖方式

引来不少同行的围观。

小岳寺乡双河村得全养殖有限公司

女老板张华现年56岁，有着20多年的养

鸡经验。20多年来，张华和丈夫陈得全

靠养鸡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张华的女儿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

究生，女儿用所学的中医药知识对家里的

养鸡场升级改造。从饲料加工，投喂饲

料，收集鸡蛋、鸡粪，到鸡舍温度控制，全

部实现了自动化。鸡舍内温度高时，水帘

自动流水降温，电扇自动旋转换风；温度

低时，电加热设备自动供暖，鸡舍内温度

长期控制在28摄氏度左右，并通过给母

鸡的饲料中添加柴胡、党参、黄连、陈皮等

数十味中药，预防流感、腹泻、输卵管炎等

疾病。

张华说，养鸡场常年存栏蛋鸡2万只

左右，受疫情影响以往销往北京的鸡蛋出

现了一定的滞销现象，不过由于鸡蛋品质

好，本地消费者也消化了疫情期间的库

存。但是考虑到近期北京的疫情，一家人

开始为找到本地稳定的销路而发愁。

副县长雷鸣兼职上蔡县脱贫办副主

任，副县长彭其慧是央企华录集团帮扶上

蔡县的挂职干部，两人同为小岳寺乡的包

乡领导。当两人得知这一情况后，考虑到

养鸡场的长远发展和在养鸡场打工的贫

困户收入可能受到影响，就不约而同地赶

到养鸡场，以短视频带货的方式共同为养

鸡场代言。

据了解，为了弘扬端午节粽子、煮鸡

蛋、挂艾草的传统习俗，两位副县长，还打

算结合养鸡场种植的几亩艾草，搞一次大

型直播带货扶贫活动，既解决养鸡场暂时

的销售难题，又以期货订单的方式解决今

后的销售难题，争取让好鸡蛋卖上合适的

价钱，让上蔡普通家庭也能吃上、并且吃

得起本地生产的“绿色”鸡蛋。

如果您有意经销两位副县长代言的

“绿色中药鸡蛋”，请与张华的丈夫陈得全

联系，电话18790368937。

6月18日，郑州开往广州的Z189次列车行驶到驻马店车站时，郑州客运段广州一队

乘务员郭昊江帮助把一名独自乘车到广州的盲人旅客引导到座位上。行进途中乘务员

杨冬为他接开水、引导如厕，列车长冀华提前和广州车站联系，在列车到达广州站后，车

站接力将该旅客安全引导出站。 刘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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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两位副县长 代言“绿”鸡蛋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永亮郝鹏飞史卫动

命途虽多舛 身残志不残
沈丘县李继峰靠着一股韧劲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李妍妍

鲁山县 工作队搭桥 滞销桃俏销

渑池县法院
去年执行到位金额
4.41亿元

《天文现象》特种邮票发行

邓州市加强干部培训

强化制度意识 提升工作能力

汝州市

林果经济“桃”醉人

台前县50名首席服务员

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郑州客运段乘务员

爱心助力残障旅客

洛阳 种桃树 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彭世繁
严相合）6月19日，周口市人大代表、周口

凯盛实业公司董事长方凯携全体员工来

到西华县光荣院，为该院的200名老人送

端午礼品。87岁的老人李勤勇像见到

“老朋友”一样，激动地握着方凯的手，高

兴地说：“端午节快到了，俺就知道您该来

了。冬天送被子，夏天送单衣。逢年过节

送好吃的，您没忘过俺。”

为让老人们吃到新鲜的、放心的糖

糕、粽子，当天一大早，方凯就安排员工到

加工点定做一批糖糕、粽子。“老人们和社

会上的弱势群体需要关爱、需要温暖，所

以需要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向他们伸出

爱心之手、温暖之手，尽最大努力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对社会上的老人，我要像对

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对社会上的弱势群

体，我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方凯

说。

据了解，方凯向社会捐款献物累计

已达1600万元。疫情期间，他以个人名

义捐款10万元。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端午浴芳兰，流香满晴川。就在这

一天，历史赋予了其特殊的内涵；温暖的

情思，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流淌了千

年。”6月19日，在禹州市颍川街道锦绣

社区读书会，冀三红女士朗诵了她自己

创作的散文诗《端午情思》，赢得了台下

听众的热烈掌声。

办起读书会，是锦绣社区在办好儿

童服务中心“四点半课堂”之后，丰富“书

香锦绣”党建品牌的又一创新，也是引导

居民多读书、读好书，倡导健康向上文化

生活的又一举措。

锦绣社区读书会时间固定在每月

的第一个星期天，人员不限。大家坐在

一起，可读书、可创作、可交流、可朗诵；

也可组成文艺爱好小组，写诗填词、书法

绘画、演讲朗诵，尽情地享受读书的乐

趣。

在这次以“迎端午忆屈原、弘扬爱国

主义情怀”为主题的读书会上，有颍川街

道办事处的马晓丽、王晓娟、冀三红等几

名机关干部，还有参与社区党建“共驻共

建”单位的干部职工。禹州市商务局工

作人员吴刚，声情并茂地朗诵苏轼的《屈

原塔》，拉开了读书会的序幕。社区居民

郭红丽是河南省诗歌学会会员，读书会

上，她朗诵了习近平总书记1990年公开

发表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引起了大

家的共鸣。

西华县
爱心粽子暖人心

禹州市锦绣社区 引导居民多读书读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