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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斤鲜桃寻买主

□本报记者段宝生

脱贫户纪秀红的新梦想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乔连军李滔

郏县长桥镇 废弃坑塘建起扶贫鹅场

近期水果价格
仍有回落空间

鄢陵县委党校：全面履行从严治
党工作责任制

今年以来，鄢陵县委党校党总支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加强

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认真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立工作台

账，明确责任分工，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确保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落到实处。（杜智慧）
鄢陵县林业局：开展作风建设 打

造清廉机关
今年以来，鄢陵县林业局认真贯

彻落实“清廉鄢陵”建设意见，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县委、县政

府中心工作，狠抓机关作风建设，培育

清正、廉洁、务实、担当的干部队伍，大

力推进“清廉机关”建设，强化“一岗双

责”和“主业”意识，层层签订目标责任

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

良好局面。 （裴娅洁）
尉氏县生态扶贫促增收
尉氏县为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实

现乡村绿化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有效

结合，达到带动生态效益、带动集体经

济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的效果，

2020年大力推进生态绿化进村入户

工程。通过实施生态绿化进村入户，

苗木增值出售后获得的收益，生态绿

化进村采取“1351”分配模式，公司得

1成，村集体得3成，农户得5成，看护

员得1成；入户采取“136”分配模式，

公司得1成，村集体得3成，贫困户得

6成。该工程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改

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贫困户增收，实

现了一举多赢的效果。（张锐思张峰）
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

“七一”前夕，为热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9周年，郑州市金水区南阳

新村街道党工委开展了“铸党魂、强党

性、固党基、兴党业”“七一”系列活动，

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郑云峰）
弘扬劳动精神 争当出彩先锋
时值建党99周年之际，郑州市金

水区北林路街道国泰花园社区党支部

组织直管党员、辖区两新党组织开展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出彩先锋”主题

党日活动，走进郑州圆方集团参观学

习红色文化，传承使命担当。（王珍）

郑州市广电社区党总支:向“七
一”真诚献礼

为庆祝建党99周年，进一步激发

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

治热情，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广

电社区党总支组织开展表彰大会暨弘

扬革命精神活动，共同庆祝党员政治

生日，向“七一”真诚献礼。 （吕丹）
以实际行动为党的生日献礼
7月1日上午，郑州市惠济区江山

路幼儿园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

子开展卫生清扫活动，以实际行动为

党的生日献礼。经过两个小时的清扫

和规范路边车辆停放，道路变得更整

洁敞亮，得到行人的纷纷点赞。（付淼）
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

基层”活动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幼儿

园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

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幼儿园王永

梅老师承担首次宣讲《党的光辉照我

家》，与会人员听得聚精会神，纷纷感

慨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付淼）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做足“功

课”备战高考保电
为确保正阳县各高考考点在考试

期间供电保障万无一失，连日来，国网

正阳县供电公司组织精干力量对涉及

考场的供电线路及变电站设备进行全

面特巡检查、红外测温，加强隐患排查

治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并组织人

员多次深入走访教育部门及各考点，

对所属线路、机房、负控终端等开展全

面细致的检查，重点了解各考点内双

电源、自备应急电源、UPS配置情况，

特别是对高考视频监控系统及语音播

报系统进行检查，做细做实每个环节，

确保高考保电万无一失。同时，该公司

成立高考保电领导小组和现场保电指

挥机构，制订了周密的高考保电方案和

应急预案，合理安排电网和设备的运行

方式，在高考期间将对涉及考点供电区

的电网保持全接线、全保护运行，不安

排涉及考点的停电检修工作。从严从

细把隐患排查、落实整改、发电设备、

现场到位、特巡特护、应急抢修、优质

服务、信息传送、物资储备等环节细化

责任，落实到人，确保高考保电各个环

节顺畅有序进行。（李宏宇陈建政）

濮阳县渠村乡黄河滩上有80亩桃

园，受到今年疫情影响，来桃园批发采

购的车辆比往年少了很多。

桃园里目前有春雪、中油4号、红不

软三个品种。桃园里约三万斤春雪已经

完全成熟，每个桃子重4两起步，但不能

长途运输。中油4号是黄肉油桃，有近一

万斤，也已经完全成熟，口感香甜，适合

采摘零售。马上要成熟的品种叫红不

软，有十六万斤左右，红不软这个品种的

优点是个大，每个桃子重都半斤起步，在

桃中属于一般品质，酸甜可口，脆而不

软，适合长途运输。

桃园园主希望有需要的客商能和

自己联系，解决桃子的滞销难题。

桃园地址：濮阳县渠村乡曹闵城村
联系人：单满屯
联系电话：13783930935

帮您销售

“这两年多，咱村里可真是变化不

小。王立业来了之后，废弃的坑塘整治后

养上了大白鹅，臭水坑变成了鹅场……”6

月26日，在郏县长桥镇确李村休闲广场

上，几位村民谈论着。

村民谈到的王立业是该镇的党委委

员、副镇长。去年，包村的他了解到村里

没有扶贫产业，群众又没有致富门路时，

为了尽快找出致富路子，他通过实地调

研，发现休闲广场东侧的坑塘中生活垃圾

很多，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加上部分村民

有养殖大白鹅的技术，他就找到村党支部

书记李国勋和驻村第一书记李群昌商议，

决定利用村内的废弃坑塘养殖白鹅。

说干就干，王立业和李群昌两人自筹

资金两万余元，找来挖掘机，对坑塘进行

整治。当村民们看到他和李群昌真心为

群众办事，就三三两两地赶来帮忙，鹅场

很快就建了起来，接着购置了鹅崽儿。

“今年我们计划先养500只鹅，预计

10月份能出栏。”拿着竹竿吆喝鹅群的王

立业说。

贫困户李东辉有劳动能力，但担心技

术和销售问题，一直不敢搞养殖。当他看

到村里建起了养鹅场，就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找到了王立业，想养几只试试。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王立业和李群昌就把30只

鹅崽儿给他送了过来。截至目前，已有20

户农户加入养殖队伍，养殖数量已达500

只以上，有望年底取得效益。

“这只是我们建鹅场的第一步，下一

步我们要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参与进

来，通过养鹅实现增收，同时推出特色餐

饮铁锅炖大鹅。”王立业说。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6月份全省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总体价格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高位震荡，6月份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49.53元/公斤，较前一个月

下降3.37%，较上年同期上涨102%；牛

肉零售均价为73.38元/公斤；羊肉零售

均价为72.29元/公斤。猪肉价格经历3

个月的回落后，6月初开始再度震荡反

弹，与月初相比，月末鲜猪肉价格每公斤

上涨 1.23 元，精瘦肉每公斤上涨 1.22

元。目前生猪产能仍在恢复中，市场猪

肉供应依旧偏紧，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

将呈高位震荡态势。

禽蛋价格低位徘徊，6月份全省白条

鸡零售均价为16.97元/公斤，较前一个月

下降4.35%，较上年同期上涨0.89%；鸡蛋

零售均价为6.12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下降

5.99%，较上年同期下降28%。从供应端

看，7月气温升高，蛋鸡将进入歇伏期，产量

进一步减少，且鸡蛋储存时间缩短成本增

加，流通环节库存偏低。从需求端看，天气

炎热居民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同时猪肉价

格上涨，禽蛋替代作用明显，需求增加，预

计后期鸡蛋价格或将止跌回稳。

蔬菜价格涨跌各半，6月份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4.79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上

涨0.42%，较上年同期下降5.15%。6月

初，各类蔬菜进入盛产期，全省蔬菜价格

回落至上半年最低价4.57元/公斤，中下

旬强降雨天气持续，价格逐步回升。夏季

高温降雨天气增多，对蔬菜生长、采摘、运

输、储存产生一定影响，市场供应相对减

少，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随着天气变化小

幅波动。

水果价格快速回落，6月份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11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下降

18.58%。夏季桃、西瓜、荔枝、李子、杨梅

等时令水果轮番上市，市场供应较为充

足，可供居民选择的较多，预计后期水果

价格仍有回落的空间。

走进夏邑县韩道口镇洪佛寺村，犹

如走进了一幅唯美灵动的田园画卷：干

净整洁的水泥路，鲜花掩映的健身场

所，街道两旁散发着清香气息的女贞

树，废旧坑塘改造后的观景平台，错落

有致的休闲廊道，青翠欲滴的玉米林、

果园……和村庄融为一体，成为城里人

羡慕的田园风光。

“这都是县人社局驻村工作组给我

们带来的好处。”村民陈书奎在记者面

前连连竖起大拇指，动情地说，“刘局长

和他的驻村工作组是真心帮助我们，这

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工作组，俺打心

眼里佩服。”

家在陈庄村的陈书奎，哥哥外出打

工，他在家伺候多病的老母亲，因为没

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整天愁眉不

展。2014年，他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成了县人社局驻村工作组的帮扶对

象，该局驻村工作组组长刘鸣宇几乎天

天入户和他交流谈心，鼓励他振作精

神。一次次家访，一句句暖心的话语，

终于使陈书奎走出了颓废的阴影。工

作组为他争取了一个村公益性岗位，又

在次年帮他办了五万元小额贷款养殖

蛋鸡。在工作组的帮扶下，陈书奎的养

鸡场规模日益扩大，鸡存栏8000余只，

年收益在10万元以上。尝到勤劳致富

甜头的陈书奎没有满足，2018年又流转

10亩土地，全部栽上了桃树。如今的陈

书奎脱了贫，致了富，整天乐得合不拢

嘴。

对贫困户的帮扶，只是驻村工作

组帮扶历程中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自2014年以来，在县人社局驻村工作

组的努力下，洪佛寺村新修及硬化道

路12公里，修建桥梁两座，架设了27

盏路灯，村里通上了公交车；为全村所

有贫困户免费安装了自来水管道；为

142户贫困户进行了危房改造，投入

资金120万元；为全村所有贫困户免

费安装有线电视；建设400千伏的光

伏发电站，年产生经济效益 20 余万

元；2017年为了激励贫困户致富，连

续三年进行星级评选；协调农村信用

社、农业银行等融资平台，为76户种

植户、养殖户协调贷款300余万元；建

设健全了村文化广场、文化舞台，安装

了健身器材，修建了公厕……

环境好了，村子美了，村民富了，洪

佛寺这个偏远的小村庄，实现了从颜值

到品质的美丽蜕变。

“是政府帮我创办服装加工点，让我

由一个不懂技术和管理的贫困户变成一

个懂技术、会管理、有梦想的励志脱贫标

兵。我要知恩图报，不负众望，把服装加

工点规模做得更大一点，让更多的留守妇

女和贫困群众来我这里就业。”7月6日，

商水县黄寨镇草楼村励志脱贫户纪秀红

谈起梦想信心十足。

5年前，纪秀红家因学致贫，两个女儿

同时上大学。2016年，她家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为帮助纪秀红家脱贫致富，镇党

委书记朱宏伟帮她从县巧媳妇工程办申请

10台电控缝纫机在自己家里办起服装加工

点。村党支部书记苑庆来帮她从项城市几

家服饰有限公司签订服装加工订单，巧姑制

衣厂厂长梁艳丽亲自上门教她技术。这么

多领导和热心人帮助，让纪秀红感激万分。

她苦心学习制衣技术，热心帮助贫困

妇女就业。为确保订单质量，她严把质量

关，对加工不合格的服装必须翻工，哪怕

是一个小工序、一道线都不放过。正是管

理严格，质量得到保证，才赢得合作方的

信任，才有接不完的订单。在纪秀红的服

装加工点共有7名工人，都是村里留守妇

女，其中3人是贫困户。

纪秀红深知今天的机会来之不易，是

党的扶贫好政策为她们提供的就业机

会。因此，她经常对员工说：“因为我们贫

困，政府才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珍惜这

个机会，不好好干，不尽快脱贫，就对不起

党和政府，对不起帮助过我们的领导和热

心人，更对不起我们自己。”所以，员工们

都干劲十足。她们认真做好每一件衣服，

保质保量按时交货。员工月工资都在

3000多元。其中3名贫困户跟纪秀红一

样于2017年年底自愿申请退出贫困户队

列，并光荣脱贫摘帽。

纪秀红的服装加工点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由于订单多，加工费高，工人工资高，

在当地小有名气，村里不少留守妇女也想

到纪秀红的服装加工点就业。可纪秀红

的服装加工点是在自己家的两间客厅，只

能安装10台电控缝纫机。所以，纪秀红

计划下一步扩大规模，办一个像样的服装

加工厂，让更多的留守妇女和贫困群众到

厂里就业。

“以前，两个女儿都上大学，一半心思

在孩子身上。现在好了。两个女儿都大

学毕业工作了，我一年能收入4万多元，

丈夫在施工队打工，一年也收入4万多

元，我们一家人现在都挣钱了。所以，我

现在的精力都集中在服装加工管理和带

领留守妇女、贫困人员就业上，以实际行

动实现自己的梦想。”纪秀红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杨青

□通讯员刘守良谢子风本报记者李燕

夏邑县洪佛寺村驻村工作组

用真心和实干帮扶群众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增强

7月5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郑红蔬菜合作社的社员正在采摘茄子。眼下，该合作社种植的800亩夏茄子丰收上市。据了

解，该合作社在种植茄子的过程中，追肥以农家肥为主，治虫用废沼渣液，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茄子品质好、形状匀、口感佳，刚上

市就受到了顾客青睐。 陈臣杨艳 摄

商丘市 夏茄子喜获丰收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7 月 2 日晚，福彩双色球游戏第
2020058期头奖“井喷”，开出18注，单注
奖金556万多元，花落18地，其中河南彩
民收获1注，出自郑州市二七区碧云路与
春晖路口南41010027福彩投注站，为一
张单式5注票。

并没有让众人等太久，7月3日上午，
郑州大奖获得者刘先生来到省福彩中心
兑奖，用他的话说，早领早安心。刘先生
是位老彩民，购彩有十几年了，平时喜欢
双色球，但很理性。“每期投注金额不定，
十元二十元的，习惯选一组号码守号，然
后过段时间再换一换。”他说，就是一种休
闲方式吧，此次中奖的彩票他已经守了一
段时间。

由于比较喜欢安静的工作环境，他
一般在空闲的时候，自己研究一下号码，
还有属于自己的双色球中奖金额计算“小

方法”。“购彩就是放松一下，能中奖了更
好，不中奖了也是做公益，不能强求。”

据了解，得知自己中了大奖时，刘先
生不敢相信，“太突然了，以为自己是在做
梦，反复核实后才确信。”对于奖金，他打
算先把房贷还了，再给父母买套房，改善
一下生活。 （豫福文/图）

郑州彩民领双色球头奖
打算给父母买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