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郭明瑞 通讯员崔松
涛）8月31日，第八届仲景论坛举办前

夕，南阳市政府副市长阿颖携南阳市中

医药发展局局长刘玉斌前往北京，向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汇报南阳

中医药工作情况和第八届仲景论坛筹

备工作。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故里，南阳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支持中医药工作，在全

国第一个成立中医药发展局，对促进中

医药事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中医药资源利用、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方面成绩突出，得到了各级领导肯定。

于文明希望南阳认真梳理中医药

工作经验，结合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结合南阳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深化中医

药医改，把南阳好的做法和政策举措总

结出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

往支持举办仲景论坛、指导仲景论坛，

力争把仲景论坛办成品牌。

本报讯 8月14日，尉氏警方向社会

公布，经过3个多月连续奋战，成功破获

一起涉案流水资金高达5亿元的特大网

络赌博案，目前已抓获嫌疑人19名。

4月28日，尉氏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通过一个网络赌博软件聚众赌博，涉

案资金巨大，不少人输掉大量现金。尉氏

警方迅速抽调治安、刑侦等部门人员组成

专案组，根据相关线索，立案侦查。

经查，自今年1月起，周某等利用网络

进行线上赌博，赖某等人雇佣操作员在菲

律宾、尼泊尔、越南等地远程操作平台，组

织参赌人员通过微信、支付宝充值及银行

卡转账等方式参赌，涉案资金流水高达5

亿元。

在查清案情脉络、犯罪团伙人员情况

后，尉氏警方果断采取行动，派出民警奔

赴多个涉案地区，对犯罪团伙成员实施抓

捕。截至目前，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9名，已依法逮捕14人，打掉地下钱庄1

个。另有28名涉案人员已被批准刑拘上

网追逃。 （樊博）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吴亚格
赵会菊）8月31日上午，汝阳县举行2020

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展示

该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重大成果，掀

起该县全县上下全面聚焦项目、全力攻坚

项目、全心服务项目新热潮。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13个，

总投资33.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5亿

元。涵盖先进制造业、城建及基础设施、

高效农业和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其中亿

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6个。

据介绍，今年以来，汝阳县认真落实

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围绕“1234”发展

战略和“11363”工作思路，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谋划实施了一批事关全局

的大项目、好项目，为融入副中心、打造

增长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王西平
李军涛王静）8月28日，榜样的力量——

首期“新乡贤+”开学第一课活动在河南

省兰考县第一高级中学举行，并同步网络

直播。兰考乡贤典范、海马集团董事长景

柱为现场和线上2万余名中学生讲述开

学第一课——做一个合格的人。活动旨

在传承乡贤文化，营造“知乡贤、学乡贤、

颂乡贤，做时代新乡贤”的浓厚氛围。

兰考县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积极探

索“1+5+N”乡贤统战工作模式，通过织

密1个乡贤组织网络，开展乡贤资政善

治、乡贤助力“光彩慈善公益”、乡贤回归

工程等5项活动，打造N个乡贤文化阵

地，把乡贤力量“聚”起来，乡贤优势“发”

出来，乡贤文化“创”起来，其中兰考县孟

寨乡引导新乡贤在乡村善治、公益慈善、

招商引资等领域积极发挥作用，并取得

了初步成效。

以资政善治提升乡村治理。孟寨乡

通过发挥新乡贤理念、资源、人脉、资本

等优势，让他们为乡村的产业布局、农民

增收项目积极建言献策，最终确定了林

业苗圃产业带动扶贫的发展思路，把种

植楸树发展楸树产业作为带动贫困户发

展致富的方向。2019年已育苗60万棵，

2020年育苗110万棵，力求将孟寨乡打

造成豫东地区最大的楸树之乡。积极发

挥新乡贤在社会治理中“人熟、事熟、理

熟”的优势，成立矛盾纠纷“和事组”，让

村民的小矛盾、小纠纷经过乡贤出面调

解。

以公益助村引领乡风文明。打通新

乡贤反哺家乡的公益渠道，鼓励乡贤以捐

款捐物、设立基金的形式在孝老爱亲、扶

贫济困、关爱留守人员等方面积极作为，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2019年，孟寨乡新乡贤赞助“快乐星期

天·饺子宴”活动 324 场次，创新开展

2020年“快乐星期天·饺子宴”微信认筹

活动，在短短1天的时间里，共有183位

乡贤认筹饺子宴200余场次；由乡贤参与

捐赠的10万元孟寨乡光彩慈善公益基

金，用于文明户、美丽庭院户、孝老爱亲模

范、致富能手等表彰对象的奖励。疫情发

生以来，新乡贤捐款达70980元，捐赠物

资4405件。

以项目回归助推产业兴旺。通过开

展“请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引资引智等

乡贤回归工程，2019年以来共吸引乡贤

人才回归11人，为孟寨乡产业振兴注入

新动能。在孟寨乡乡贤联谊会的邀请下，

虎羊寨村在外创业多年的张世重得知家

乡优厚的种植政策，回到家乡创办翔乐种

植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农户+村集体经

济”的模式，盈利后采用7∶2∶1利益分成，

既带动了14名贫困户就业，增加了农民

收入，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达到一举三

得的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凝聚各方乡贤

新力量，让农村治理处处有‘乡音’，文明

传承时时有‘回音’，项目回归频频传‘佳

音’，唱响乡村振兴‘好声音’。”兰考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广亮说。

本报讯（通讯员侯博 卢瑶 记者李
燕）初秋时节，走进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

户外服装产业园生产车间，映入眼帘一

片繁忙的景象。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冯

桥镇政府实施筑巢引凤战略，积极引导

致富能人返乡创业。

冯桥镇户外服装生产协会会长、返乡

创业人才王永超介绍，2000年，他先后到

北京、温州务工，最后到常州的雨衣加工厂

学习先进技术，他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企

业对他加以重用。但王永超一直心念家

乡，2017年他下定决心返乡创业。在他的

影响下，在常州、萧山务工的青年先后有80

多人陆续返乡创办雨衣雨具加工企业。

为实现户外服装产业正规化、高质量

发展，该镇建设了冯桥镇户外服装产业

园，并成立了冯桥镇户外服装生产协会。

35家作坊式企业经过重组、合并成16家

企业入驻产业园，目前已正常生产的企业

有9家，就业人数达1200人，工人平均月

工资3500元，还有7家企业预计10月底

可正常生产。目前，冯桥镇户外服装销售

总量已经占据了全国60%左右，是全国最

大规模的户外服装加工销售基地。

“我们能有今天靠的是抱团组团发

展，诚信经营，以冯桥为中心，安置就业

群众5000多人，带动贫困户脱贫就业，

更离不开冯桥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

持，从小厂房到产业园，真是感激不尽

啊。”该镇返乡创业青年谢燕峰说。

8月31日，尉氏县邢庄乡北丁庄小学开学第一天，老师和爱心志愿者组织学生来到学校附近

村庄的扶贫园里通过田间“课堂”让孩子们深刻领悟“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李新义摄

8月31日，西峡县双龙镇双龙村农民王玉芬（左一）在分拣红菇。今年52岁的王玉

芬网名“红姑娘”。2016年，她在当地“百菌园”电商培训班学习后，开始在网上销售香菇

和红菇。红菇是当地的一种野生菌类，又称红香菌。每年王玉芬销售红香菌2500余公

斤，每公斤400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通讯员刘珊 杨明华 记者

黄华）“麒麟瓜儿小又圆，吃到嘴里倍儿

甜。”8月26日，在汝南县常兴镇集镇东

侧，王集村小张庄农民张大永一边向过

往行人展示麒麟瓜，一边为自己种植的

麒麟瓜代言，引得过往行人纷纷购买。

不多时，一车西瓜就销售一空。

往年，张大永习惯以麦茬豆、豆麦

茬的轮作方式种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十分突出，尤其是秋季种植的花生，连

续几年发生死苗现象，张大永决定改变

种植方式，向西瓜要效益。

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今年麦收

后，张大永种植麒麟瓜1亩，期盼能有个

好收成，卖个好价钱。不料，今年七八

月份，西瓜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咋

办？张大永在麒麟瓜的每个行距间开

挖一条深沟，便于排水，还从街道上购

买一些芝麻油饼，施在麒麟瓜的根部，

以提高麒麟瓜的香甜度。

“麒麟瓜小巧玲珑，一个瓜重3斤~4

斤，售价每斤1.5元，价格是普通西瓜的3

倍。正常情况下，一亩地产麒麟瓜3000

斤左右，亩产值达5000多元。”张大永说。

虽然张大永种植的是麒麟瓜，由于

投入大，价格高，在销售方面，不如本村

其他农户种植的普通西瓜快。张大永

决定将麒麟瓜带到集镇上卖。他将西

瓜拍照后发至抖音上，还学着“王婆卖

瓜”的方法，先将顺口溜编好，然后再自

卖自夸地向过往行人推介。

“麒麟瓜皮儿薄，走过路过别错过；

买上几个带回家，红瓤西瓜甜一家。”张

大永为自己种植的西瓜代言。

“西瓜好，吆喝得更好，就冲着这

点，俺也要买几个。”不少路人怀着这样

的心态，购买张大永的麒麟瓜。

有了种植和销售西瓜的成功经验，

张大永决定明年将麒麟瓜面积扩大到

10亩，争取发一把西瓜财。

本报讯（通讯员赵翔宇 记者冯刘
克）作为即将在郑州开幕的2020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的主要活动之一，8月29日上午，

“到人民中去——电影艺术家下基层”

首场活动在郑州结对帮扶的三门峡卢

氏县举行，由臧金生、赵越、苗阜等艺术

家组成的小分队，通过直播向观众推介

当地的民俗、美景、特产等，助力卢氏县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2018年5月，郑州市与卢氏县确立

结对帮扶关系。从此，郑州与卢氏县紧

紧相连，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经济发达

的郑州与深山县卢氏县一起谱写共奔

小康路的精彩篇章。2020年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到人民中去——电影艺术家下基层”

首场活动选择在这里举办，是郑州用文

化助力卢氏县脱贫攻坚的又一次具体

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刘象乾 记者冯刘
克）8月28日，记者从“丰收中原·老家

河南”——2020年中华枣乡风情游暨新

郑市金秋旅游季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该项活动将于9月5日启幕，至

10月8日结束，为期一个多月。

中华枣乡风情游活动自1998年举

办以来，集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知

识性于一体，已成为郑州市乃至河南省

一张靓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今年的活

动主题为“红枣食药同源·健康红动中

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华枣乡风

情游活动，内容更加精彩丰富，形式也

更加创新时尚。游客不仅可以领略

8000年红枣文化、5000年黄帝文化，还

可以尽情体验浓郁的枣乡风情。

除枣乡风情游活动外，新郑市还将

举办“与‘情’同游，惠游河南”为主题的

黄帝千古情试演活动和第三届陉山菊

花文化节。届时，新郑各景区将推出系

列特色活动和优惠措施，吸引更多游客

走进新郑、游在新郑、乐在新郑。

本报讯（通讯员汤洪涛杨德政记者

尹小剑）“我们店的招牌是红烧肉，像你们

一家三口来吃饭，我给你们做成半份的，

吃得完还不浪费。”8月30日，信阳市浉河

区浉河港镇郝家冲村经营农家乐的肖大

姐向游客介绍时说。在浉河区，“N－1”点

餐模式，适时推出“半份菜”，倡导“光盘行

动”已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共识。

“现在游客来吃饭，我会根据人数帮

他们点菜，人多就根据‘N-1’模式点餐，

人少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这儿有小份菜提

供，实在吃不完的我免费提供打包盒让

他们带走。”肖大姐告诉记者。

“有时候带孩子出来玩，点多了吃不

完，点一个菜觉得不够吃，小份菜就很好，

吃多少买多少，很适合我们。”带着孩子出

门游玩的市民刘女士对“小份菜”很是赞

赏。

“在浉河港镇，仅郝家冲村就有近20

家农家乐，所以说‘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不容忽视。镇党委镇政府通过发传单、

入户宣传、签发承诺书等多种方式向全

镇居民宣传，一家节约一点，涓涓溪流可

汇成大海。”浉河港镇宣传委员刘强说。

汝南县农民张大永

“俺为自己的西瓜代言”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电影艺术家下基层”首场活动举行

中华枣乡风情游
将于9月5日在新郑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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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孟寨乡凝聚乡贤新力量

乡贤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南阳着力打造好仲景论坛品牌

尉氏警方破获一起
特大网络赌博案

汝阳县

总投资33.4亿元
13个项目开工

信阳市浉河区

倡导文明用餐 拒绝“剩宴”陋习

开学了！

“红姑娘”发了红菇财

本报讯（通讯员赵翔宇记者冯刘克）

8月31日，“集智高新区 北斗系中原”一

赛一会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郑州高新区

西美大厦举办。活动包括北斗产业发展

高端论坛、第三届“北斗之星”创新创业

大赛郑州总决赛、首届北斗产业成果展

等。

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郑

州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

会与郑州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举办，深圳市

北斗产业互联网研究院、郑州高新区管委

会梧桐园区运营中心、郑州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协会承办。

近年来，围绕布局授时终端、智能装

备制造、北斗应用系统集成以及北斗位置

服务四大领域，郑州高新区形成了以威科

姆、大华安防、天迈科技、全能科技等业内

企业为代表的北斗产业集群。特别是

2019年以来，新增北斗应用相关企业23

家，北斗应用相关企业总数量超过150

家，占郑州市北斗企业总量的60%以上。

2019年高新区北斗应用产业综合产值达

42.3亿元，并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会锋
程广超）“新农机具买回来后，区农机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直接到我们乡集中办理

了农机具购置补贴手续，补5.64万元，让

我们少跑路、少走弯路，真的是方便了我

们农户呀！”8月28日，在漯河市源汇区问

十乡，已拿到补贴款的骆坡村农户张新立

兴奋不已。

今年以来，为保障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政策落实落地，真正惠及民生，源汇区

农机服务中心通过开展“转作风、优服

务”主题活动，针对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

程的各个环节，尤其对农机购置补贴工

作中的风险点进行深入排查，主动上门

服务，整个工作流程公开、公正、透明，该

中心的干部以优良的工作作风赢得购机

农户的交口称赞。

在具体工作中，该中心依托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传播渠道，用好农村大喇叭广播、

宣传车、横幅等，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

传力度，让农户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内容、

确定补贴对象以及补贴标准等清楚明白。

同时，强化监督管理，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

示，定期向社会各界公开购机补贴资金使

用情况，并在全区范围内公开咨询及监督

投诉电话，确保购机补贴资金按时足额发

放到农户手中，真正惠及广大农民。

针对大型农业机械到市区办理相关

手续不方便的实际，农机服务中心以全区

开展的“一转两提”（转作风，提升执行能

力，提升服务能力）活动为抓手，提升服务

意识，提供上门服务，通过进一步优化细

化补贴核实环节，由工作人员深入各乡

镇，为购机农户提供细致周到的“一条龙”

服务，让购机农户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服

务。同时，在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严

格核对发票信息、购机人身份、农业机械

等相关信息，确保补贴办理工作严谨、细

致、周密，为国家购机补贴专项资金实实

在在用在农户身上保驾护航，让党的惠农

政策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全区共受理补贴申请农

户182户，补贴机具286台套，补贴金额

269.984万元，所有申请农户已经按补贴

程序进入补贴结算阶段。

漯河市源汇区农机服务中心提升服务意识

补贴送上门 服务“一条龙”

睢阳区冯桥镇

村民“穿”上致富幸福衣

北斗产业系列活动
在郑州高新区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