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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河南商务预报

“大娘就是俺亲妈”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 李滔

泌阳县董国安 种上大青桃 带着群众富

近期蔬菜价格将止跌回升

□本报记者 杨青

原阳县

金融扶贫为贫困群众插上“致富翅膀”□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亮 曲生智陈远志

商丘市
大葱喜获丰收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加强廉政教育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加强廉政教

育。一是组织学习倡廉书籍，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

础。二是利用短信平台向广大干部

职工发送廉政短信提醒教育。三是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警示教育

活动。五是开展廉政谈心活动，密切

干群关系。六是典型示廉。发挥身

边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营造“以廉

为荣”氛围。 (申龙 张其友)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
开展消防知识安全培训

6月15日，农发行封丘县支行邀

请消防协会人员为员工讲解消防安

全知识。

通过播放视频短片以及PPT展

示一些重大火灾案以及现场触目惊

心的画面，对如何正确使用消防器

材、如何逃生，如何初期灭火等几个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增强

了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加深了对火灾危害的感性认

知。 (李玉凯)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
“网上国网”App火热推广

“这个‘网上国网’App包含的内

容真多，动动手指就能交电费、查看

电量余额，真是省时省力又省心。”7

月13日，正阳县建业小区业主陈先生

在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成功注册“网上国网”App

后，高兴地向身边朋友分享便捷的供

电服务。

据悉，“网上国网”App的前身是

“掌上电力”，是国家电网官方线上服

务的统一入口，为方便电力客户实现

网上办理业务而推出的一款应用软

件。这款软件具备在线支付购电、用

电查询、信息订阅等服务功能，用户

可以借助软件在线办理新装、缴费、

增容等各类用电业务，还能及时了解

用电优惠政策、停电公告等，满足不

同客户群体全方位、个性化需求，真

正让更多的客户享受到“指尖上的电

力服务”。 （李宏宇 陈建政）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柴永
超）7月6日，记者从漯河市召陵区获悉，

为攻克项目建设瓶颈，区委、区政府督

查局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以项目

提质增效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

作要求，积极创新，主动作为，联合区纪

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发改委等部门

建立了项目推进情况“ABC分类评估”

机制，解决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存在问

题，掀起项目建设热潮，力争项目早建

成、早达产、早见效。

召陵区以区委区政府督查局为主

导，抽调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发

改委等单位人员组建项目评估小组，对

全区47个重点项目进行拉网式、全覆盖

实地摸排调研，打通“项目责任单位、项

目方、镇（街道）”上下一条线，厘清每一

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

在此基础上，对照建设进度快慢，

对项目进行A（进展较快）、B（正常推

进）、C（推进迟缓）三个等次评估，及时

召开全区项目建设讲评会议，对重点项

目推进情况评估结果进行通报，评估小

组组长对项目进行综合讲评，重点研究

16个C类（推进迟缓）项目存在问题，进

一步强化责任，对标落实。

与此同时，针对“优质项目少，投资

总量小，推进思路乱，手续办理慢，服务

热度低”五大难题，召陵区制定“三大对

策”，即在谋上做足文章，在引上下大力

气，在建上提升效能，抓好“四项工作”：

主导产业优质项目、要素保障政策帮扶、

项目推进高质高效、工作机制科学完善，

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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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

体运行平稳。

猪肉价格高位运行，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 51.3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89%。生猪存栏恢复不及预期，加之受

高温、降雨等天气因素影响调运不畅，价

格进一步走高。猪肉价格持续高位，或将

抑制猪肉消费，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呈

高位震荡态势。

禽蛋价格略有回升，上周全省鸡蛋零

售均价为 6.22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47%；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7.32 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3.35%；白条鸭零售均

价 为 16.24 元/公 斤 ，较 前 一 周 上 涨

1.5%。猪肉价格上涨导致禽蛋替代作用

增强，需求增加，禽蛋供给过剩的局面得

到一定改善，价格略有回升。市场供应总

体依旧宽松，预计近期禽蛋价格仍将在现

有价位小幅波动。

蔬菜价格小幅回落，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4.99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73%。其中豆角、豆芽、白萝卜、西葫芦

分别下降 14.34%、13.29%、10.92%、

10.64%；苦瓜、菜花、韭菜、莴笋、生菜、茄

子降幅在 5%~10%；其余 11种降幅在

0.5%~5%。夏季，蔬菜种类多、产量大，

市场供应充足，但高温、降雨天气不利于

蔬菜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预计近期蔬菜

价格止跌回升的可能性大。

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6.7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97%。“休渔期”海产品供应相对减

少，加之夏季降雨频繁，淡水鱼捕捞、运输

成本增加，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仍有上涨

的可能。

7月14日，商丘市梁园

区水池铺乡张庄村农民正

在收获大葱。张庄村所产

的大葱白长、味甜辣，深受

广大客户喜爱。时下，该村

1500 亩大葱进入收获季

节，加之今年大葱价格比往

年同期高出20%左右，预计

每亩大葱收入将突破万

元。 陈臣 杨艳摄

儿子在上大学，女儿也已出嫁，对

于卿世勤来说，家庭的重担终于可以放

下，歇一歇了。但是去年10月份，公公、

婆婆的先后去世，打破了卿世勤一家平

静的生活。

卿世勤和丈夫一路风尘仆仆赶回

家，处理完公公、婆婆的丧事后，卿世勤

却泛起了新愁：两个侄子成了无依无靠

的孤儿！

八年前，商水县袁老乡马河村马平

均的二儿子因病去世，儿媳改嫁，留下两

个四五岁的孙子。马平均老两口含辛茹

苦把他们拉扯大。但去年10月，老两口

先后因病去世，两个未成年的孙子也成

了孤儿。村驻村工作队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及时为孤儿马文浩和马英俊办理了

特困供养金，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

今后，谁来照顾两个侄子的生活？

卿世勤一下子陷入了两难之地，一边是

在重庆舒心的保洁工作和较好的工资待

遇，一边是两个无人照管的侄子。卿世

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卿世勤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她经

常勉励两个侄子要好好学习，并时常为

他们购置新衣服和书籍等。每天早上，

天刚亮，卿世勤便起床做饭、打扫庭院、

编织渔网等。她说，这样可以多挣一些

钱，帮助两个侄子改善一下生活。一天

早晨，卿世勤正在家里忙碌，突然接到学

校老师的一个电话，原来在学校住校的

侄子马英俊生病发烧了。挂掉电话，卿

世勤骑上电动车便风风火火向学校奔

去。在医院里，她跑前跑后为马英俊挂

号、买药、挂点滴等。怕侄子饿着，她又

赶紧上街给孩子买吃的，一刻也不闲

着。看到大娘疲惫地坐在椅子上，懂事

的马英俊赶紧拿出豆浆让大娘先喝。

今年三夏，天气干旱，卿世勤忙完

麦收，还要浇水抗旱。每天天一亮，她就

要出门下地，一直忙到天黑才能回家，有

的时候根本顾不上吃饭。两个侄子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他们便学着自己做饭。

当他们把做好的清水煮面条送到田地

时，卿世勤的眼眶湿润了。

在作文《我的妈妈》中，马文浩这样

写道：“我想妈妈的样子应该就像大娘一

样，因为大娘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大娘

就是俺亲妈。”

7月10日一大早，泌阳县古城街道

办七里岗村安庄组董国安的四亩多大青

桃园的地头，停满了小汽车、三轮车、电

动车，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抢购大青桃，不

到一个上午被抢购一空。

“一个上午接到来自上海、郑州、南

阳、驻马店等地电话二十几个，大多是让

我发物流、发快递要大青桃的，我都婉言

谢绝了，本地群众来摘的还顾不过来，确

实没有时间给外地的发物流。”看着大青

桃被市民喜爱，董国安高兴地说。

今年75岁的董国安毕业于汝南园林

学校，毕业后一直在乡里抓多种经营的

工作，是一位中级农艺师。20多年前，他

在盘古山东麓大磨村发现了十几棵野生

大青桃，就嫁接培育保护这个品种，并注

册了“大磨山大青桃”商标。

里外纯青，果肉离核，吃起来有天然

蜂蜜味的泌阳野生大青桃，是一种原生

态的自生桃，清末在泌阳县有广泛种植，

上世纪90年代已濒临灭绝，董国安用心

抢救保护，使这个品种得以保留、传承。

董国安种植大青桃，养护方法很特

别：“米醋充当农药，施的都是农家肥。”

他请村里的养殖户把畜禽粪便攒成堆，

把它们都拉地里来。“村里环境好了，我

的成本降低了，大家吃桃子也放心了。”

董国安说,“去年一斤卖四块钱，今年卖

五块，不算送给亲友邻里的，今年卖了四

万多块现金。算起来一亩地一万五，不

成问题。”

看着董国安的大青桃受人喜爱，乡

亲们心动了，附近盘古乡有六户贫困户

跟着干，已经发展到了60多亩。唐河县、

确山县也来人考察了，他们要发动更多

的贫困户种植大青桃……

“我想，多种一棵大青桃就多了一棵

‘摇钱树’，只要想种，我供种苗、教技术，

咱一起富起来。”董国安胸有成竹地说。

“感谢仙台镇党委，感谢领导的关

怀。我在这儿住院，也不知道老干部工作

谁在管，长斌身体也不好，还有几位老同

志也有病，也不知道咋样了。”7月1日中

午，在叶县人民医院呼吸科，当95岁的离

休老干部胡成群从仙台镇党委书记虎永

福手中接过慰问金时说。

在仙台镇提起胡成群，可以说是家喻

户晓，妇孺皆知。离休36年来，胡成群帮

助26名学生圆了求学梦，帮助136户贫

困家庭走上致富路，教育感化31名失足

社会青年，为农户协调贷款2600多万元，

开展普法教育800多场次，解决民事纠纷

2000多次。他本人连续31年被镇党委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获得省级老干部先进

个人荣誉7次，市、县级荣誉60多次。

“待在家里，反而浑身不是滋味儿”

1984年，胡成群从叶县廉村镇党委

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后回到仙台镇生活，

本该和家人过幸福清闲的日子，可他却主

动找到镇党委要求分派工作。面对家人

的埋怨，胡成群说：“只要镇里需要我，我

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要是天天待在家里，

我反而浑身不是滋味。”

考虑到他是离休老干部，有丰富的

农村工作经验，镇党委就让他分管老干

部工作。每月农历初十组织全镇老干

部交流，无论寒冬酷暑，他都第一个赶

到会议室，这一干就是33年。33年来，

他坚守一名党员初心使命，在老干部等

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却没拿过公家一

分钱的报酬，甚至多次花自己的钱办

事。

“胡书记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1987年，老范寨村退休教师樊苏的

长子结婚后，次子没有工作也没有成家，

家中还背有债务，为此整天唉声叹气。胡

成群知道后，上门动员樊苏建蔬菜大棚种

菜。没有资金，他跑前跑后帮其协调贷款

2000元。钱仍不够，他又召开老干部会，

动员老干部资助，又凑了2000元，帮助樊

苏建起了蔬菜大棚。

此后，樊苏不仅还清了外债，全家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二儿子也成了家。提起

这事，樊苏感动地说：“要不是老胡哥指导

我种植大棚蔬菜，我家的生活肯定出不了

泥潭，胡书记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你在家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2012年1月，老伴儿发病时，胡成群在

一桩民事纠纷调解的路上。2月份老伴儿病

重时，他在学校为学生上法制课。临终时，老

伴儿对他说：“老胡啊，跟了你一辈子，我知足

了，要说有啥遗憾没有？有，那就是你在家陪

我的时间太少了。“他对弥留之际的老伴儿说：

“是我对不起你，下辈子我好好待你，把亏欠你

的补上。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真的不能愧对

组织的关怀，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理想信

念。”那一年，老伴儿带着遗憾离开了他。

2017年6月，常年的工作劳累，他病倒

在工作岗位上，在镇领导强烈要求下，不得不

住进了医院接受休养治疗。2018年初，病情

稍微好转，他就要求上班，可未坚持够一个月

又病倒了，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

从1948年参加工作，72年来他播撒的

不仅是心血和汗水，更是一名忠诚于党、服务

人民的党员干部的情怀。如今，95岁的胡成

群躺在病床上还在想着镇里的工作……

叶县仙台镇胡成群

他离休后坚持为群众服务36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任晓卿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马啸）“俺是小时候被高压电击中落下的

残疾。”李战魁是原阳县靳堂乡包北村的

贫困户，今年 49 岁，全家 5 口人，两个

子女还正在上学。之前因为残疾，他只

能靠几亩薄田维持家庭日常开支。

2018年，帮扶干部张涛得知政府有

发展种养的扶贫贷款政策后，立即联系

李战魁并帮助他递交了贷款申请，很快

5万元的小额扶贫信贷批了下来。拿到

这笔钱，李战魁瞄准红薯苗种植产业。

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干部得知这一

情况还邀请该村懂技术的村民为其进行

免费的指导培训。通过科学管理，他种

植的 3 座红薯苗大棚当年就增加了

近 10 万元的收益，实现脱贫。

贫困户李战魁依靠金融扶贫政策走

上了小康路，这只是原阳县扶贫工作的

缩影。“金融扶贫是政府贴息的扶贫贷

款，专门为那些有意愿开展产业致富的

贫困户提供资金帮扶，目的在于激发他

们的内生动力，寻求自我发展，破除等靠

要的思想。”该县扶贫办主任李桂正说。

目前，该县已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

款6490.4万元，覆盖贫困户3084户，发

放精准扶贫企业贷款9330.4万元，带动

贫困户1661户，金融扶贫取得了良好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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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上午，河南“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活动第8周抽奖如期进
行，6名幸运者收获汽车大奖。目前，该活动已进行8期，共48名幸运者收
获汽车，活动仍在进行中，仅剩1期。

据了解，此次福彩送汽车活动时间为5月18日至7月19日，共计9
周。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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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效数据中抽取6张彩票，其持有者分别获得一辆东风风神AX7
汽车，每次共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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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抽奖，累计送出汽车54辆。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相约双色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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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剩一期，河南“福彩双色球，
每周送汽车”活动倒计时

同期迎好运，许昌、三门峡彩民领双色球头奖
惊喜不断，河南彩民再中大奖。7月7日晚，

双色球第2020060期开出头奖38注，单注奖金
523万多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两注，分别出自三
门峡陕州区西站火车站对面41128301号投注
站、许昌长葛市建设路铭心路口东41108202号
投注站。

7月8日，长葛彩民刘先生（化名）来到省福彩
中心领奖。据了解，他采用复式“7+1”投注，命中
当期头奖，同时还中得其他奖项，奖金共计525万
多元。“太幸运啦，买了没多长时间就中了。”刘先
生说，他购彩还不到一年时间，勉强算是新手彩

民，此次中奖的号码是他自己选的，守号投注了三
四期就中了头奖，对他来说真的是意外之喜。“大
奖来得很及时，先把欠的外债还了，然后再做点生
意，以后还会继续买双色球。”

同时，三门峡大奖得主李先生（化名）也没让
众人等太久，7月9日上午现身兑奖。相比许昌大
奖得主，李先生是位老彩民，购彩有15年了，他喜
欢机选和自选号码相结合购彩，一般先机选一组
号码，把自己不喜欢的号码进行更改，而替换更改
的号码则是他根据走势图自选。“这次的中奖号
码，就是我机选然后更改的结果，守着买了一段时

间了，中了大奖，很开心，也很意外。”据悉，李先生
的中奖彩票为一张单式两注票，命中头奖523万
多元。对于奖金，他表示，肯定要孝敬父母，让他
们安度晚年。“家里的四位老人都需要赡养 ，他们
身体也不好，刚好这笔奖金能提供更好的条件。”

此外，在幸运彩民领奖的同时，大奖投注站也
很“忙”。三门峡大奖投注站站长牛女士得知站点
中出头奖后，一大早就在站点电子屏上打出中奖
喜讯，还制作了中奖喜报。长葛大奖投注站业主
李先生则设置彩虹门、大奖条幅，还请来锣鼓队，
通过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福彩公益事业。（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