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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监督 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违
规建房问题

为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坚决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近日，鹤壁市山城

区大胡街道纪工委深入各社区对乱占

耕地违规建房“8不准”进行监督检

查。通过走访入户、明察暗访、拓宽监

督举报渠道等方式，及时发现、处置乱

占耕地建房的问题线索，坚决遏制乱

占耕地建房的歪风。 （马玲）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组织员工进行
扫黑除恶活动专项培训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组织员工进行

扫黑除恶活动专项培训，行长王胜讲

述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背景和

形势、涉黑涉恶案件罪名及相关法律

规定，以两件涉黑涉恶案件为例，剖析

了涉案公职人员在参与或包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经过以

及深刻教训，让员工在工作中履职尽

责，有效预防黑恶犯罪，确保金融安

全。 （申龙张其有）

新密市强力推进政务服务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服务、优化政务环

境，近期，新密市正式启动政务服务

领域“转作风、优服务、提效能、树形

象”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自8月

下旬开始至 12月底结束，为期 4个

月，重点整治群众办事“多头跑、人难

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

办”“吃拿卡要”以及涉及“最多跑一

次”“不见面审批”等民生热点难点堵

点问题。由市派驻纪检监察组牵头

并全程参与，采取实地查阅资料、经

常监督检查、定期通报曝光、严肃查

处问责等，保障专项整治落实落细、

见行见效。 （田万吉）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贺洪强刘园芳）“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

帮扶干部的帮助，让俺家过上了好日子，

是扶贫好政策帮了俺娘俩！”提起如今的

生活，原阳县路寨乡张庄村贫困户李成

花笑得合不拢嘴。

李成花今年75岁，2016年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李成花早年丧夫，

独自一人带着有智力残疾的儿子，娘俩

仅靠种地勉强维持生活，生活费都是东

拆西借。

从2016年到2019年，村“两委”干

部、驻村干部开始对其进行了长达三年

的帮扶。帮扶干部为两个人办理了低

保，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为其申请安居

工程，修建院墙、大门，新建房屋59平方

米；“六改一增”增添了新家具，使他们家

面貌焕然一新。

扶贫先扶志，通过驻村干部与村

“两委”干部的不懈努力，李成花和儿子

李伟从思想上意识到仅靠政府的帮助

还是摆脱不了“穷根”，必须靠自己才能

达到长久脱贫。

2017年，看到母亲日渐衰老，李伟

意识到养家的重担应该交到自己手中

了。了解李伟的想法后，帮扶干部立即

帮其申请了到户增收的养殖项目，养了

6只山羊，又帮他申请了“百企万户”公

益性岗位，参加村内集中劳动，目前李伟

每年可为家里增收1万多元。

8月28日，国网泌阳县供

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杨家

集乡曹庄村田间地头开展安全

用电知识和电力设施防外破宣

传活动，向正在秋收作业的农

户讲解电力设施保护法律法规

和安全用电常识，确保秋收期

间安全可靠供电。 王超摄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白贺阳

“俺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健康、天然

的葡萄，所以，俺今天为自己做宣传，希

望广大的乡亲、朋友，来俺们家的葡萄

园摘葡萄、吃葡萄、品葡萄，价格便宜，

10元4斤，你们愿意来摘也行，打电话

让我送也行！”面对着镜头，上蔡县邵

店镇籽粒村的张建国略带紧张而又严

肃地为自家葡萄“代言”。

近期，籽粒村赵庄农家乐葡萄园

的“户太8号”葡萄已经成熟，青、紫、

红三色错杂分布的葡萄水灵灵的惹人

爱。拨开外皮，晶莹剔透，甜甜的汁水

顺着手指流下来，让人垂涎欲滴。“葡

萄该上市了，咋样才能让自己的葡萄

卖得更好呢？”葡萄园的负责人张建国

和几个老工人蹲在一起，琢磨了好几

天，终于想出一条门路，老张邀请村里

的小年轻帮自己录视频，放到微信朋

友圈、短视频平台做宣传。

在无数遍重说以后，老张终于流

畅地说完了“代言词”，硬生生地把老

张憋出一身汗。“我帮你在朋友圈和俺

家、俺娘家群里做宣传。”“我也是，我

在俺小孩他班级群里说说。”……大家

积极地帮老张寻找、开拓“宣传渠道”，

老张乐呵呵地不停感谢大家。

其实平日里村民们已经在帮老张

做宣传。“俺老婆怀孕了，就爱吃他家

的葡萄，一是真甜，二是没打药，乡里

乡亲的知根知底，俺买得放心，吃得也

放心！”带着老婆来葡萄园买葡萄的村

民刘红飞边买边吃、边吃边夸，还不忘

挑颜色紫、形状好、颗粒饱满的葡萄往

老婆嘴里塞。

“虽说收成好，但是种得多，一天

能产出三四千斤，越往后都熟了，产量

会更多。”销售成了老张现在的难题，

但他坚信自己的葡萄一定能有好的收

益，“我不害怕。咱这不打药的好葡萄

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定能很快打开市

场！”

如果你也想吃到天然健康的葡
萄，请联系张建国。

电话：18051288778

□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乔连军

8月31日，商水县邓城镇杨河村

第一书记周文闯向豫民帮忙打来了求

助电话，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杨河

村种植的300多亩草莓椒出现了销路

窄、价格低的情况。

据了解，草莓椒的优势是生长旺

盛，抗病性强，且肉厚，炒菜更香更

有味。“我们村种草莓椒已有3年了，

去年草莓椒每斤1.5元~1.8元，每亩

地产量在2500斤~3000斤，今年受

阴雨天气影响，草莓椒亩均产量在

2000斤，价格每斤 1元左右。目前

来购买的客商较少，大量草莓椒等待

销售。”周文闯说。

有需要草莓椒的客商可以与周文
闯联系，电话：15333818381。

商水县邓城镇杨河村

300多亩草莓椒寻销路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爱国王涵儒

8月31日，在叶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天

享农业直播间内，“高颜值”的主播正在推

介叶县的好产品，拓展农产品流通新通

道，实现线上线下销售大融合。

“通过我们的电商平台，乡亲们的柴

鸡蛋、野蜂蜜等100多种特色农产品卖到

了全国各地。今年1至7月，我们网店物

流销售3万多单，其中帮带贫困户销售农

产品5000多单，增加贫困群众收入22万

多元，架起了贫困户农副产品通向市场、

增收致富的金桥。”天享农业总经理景奇

说。

目前，叶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内共有

电商企业30家，电商物流企业18家，1

至 7 月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11490.08

万元，其中农副产品网销金额589.52万

元。

2015年以来，叶县抢抓“互联网+”发

展机遇，投资3500万元，建成了集创业孵

化、电商培训、特产展销、物流仓储、线上

线下互动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子商务

产业园，在各乡镇建立乡镇级配送中心，

在124个贫困村分别建成农村电商综合

服务站点，构建起电商扶贫“产供销+服

务”网络体系。

叶县商务局主任科员王智昂说：

“我县出台《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扶持政

策》，积极组织开展电子商务创业培训，

县财政每年下拨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

金，对创办电商企业、个人开设网店等

进行补贴，切实推动了全县电商产业的

发展。”

面对突发疫情对农产品销售和贫

困群众增收带来的不利影响，叶县充分

利用电商平台的特点，通过线上带货、

线下展销等模式，持续释放消费扶贫政

策红利，增加群众收入；与此同时，县委

书记、县长先后为原产地农产品“代

言”，争当“带货主播人”，基层党员干部

也积极行动、纷纷参与，通过拍视频、发

抖音、现场直播等方式，为村里的特色

农副产品“代言”，不仅为解决农产品滞

销问题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成功地

圈了粉、圈了金。

如今，在电商扶贫推动下，叶县特色

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特色农业产

业效益得到发挥，群众的收益得到稳定提

升，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推动群众脱贫致富

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科技特派员跑到咱地头指导种植技

术，我们种的辣椒产量和品质明显上去

了。”8月31日，在漯河市源汇区问十乡西

师村，谈及辣椒种植，种植大户方丙荣颇

为感慨，“这辣椒随着特派员的到来，变化

大着呢！”

方丙荣念叨的“特派员”是漯河市科

技特派员王春花，她的到来受到了当地

种植户的热烈欢迎。王春花结合自己的

实践经验，向种植户传授辣椒种植技术

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危害、防治等专业知

识，指导种植户合理选药、用药，及时做

好防治。

转变服务方式方法，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这是漯河市科技特派员走村入户，

为农户理思路、送技术、强服务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漯河市科技局转作风，扎实

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充分发挥科技特

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作用，

创新工作思路，举全局之力，深化开展以

“走基层、促创新、强服务”为主题的“七

个一”活动：开展一次政策宣讲、开展“我

为发展献一计”活动、联系一个重点产

业、培育一批乡土人才、推广一个新品种

（新技术）、联系一个贫困村、帮扶一个贫

困户。

“七个一”活动的开展，为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实施提供了坚强支

撑，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三农”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能，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技术水

平，带动了农村产业发展，推进了农业提

质增效，增强了贫困户依靠科技致富的信

心。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漯河市科技

特派员开展政策宣讲251次，开展线上

培训547次，接受咨询2000多人次，培

养乡土人才 3841 人，受益农民 23346

人，送书籍766本、资料13.5万份，推广

新技术 105 项，培育壮大重点产业 65

个，联系带动贫困村58个，帮扶贫困户

142户。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李水安武书锋李阳

8月28日，在许昌市建安区政府的

三个餐厅摆放着该区张潘镇城角徐村产

业扶贫基地种植的红心火龙果、椹涧乡

西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安红海种植的黑

玉米和奶油南瓜等农产品。很快，这些

农产品被该区各局委的干部职工购买一

空，共计消费扶贫金额4020元。

为了让大家吃上新鲜的农产品，火龙

果和黑玉米都是当天一大早在田地采摘

好、掰好，提前按10元一袋、20元一袋分

装打包好的。为了保证购买现场安全有

序，建安区扶贫办提前和机关事务局沟通

布置现场，同时，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推送

产品，提前统计预购数量。

近段时间，该区扶贫办工作人员、驻

村第一书记和帮扶人及区财政局、区文

广局、总工会工作人员、镇村干部，都积

极担任起了推销员、销售员、爱心消费

者。大家反馈黑玉米口感香甜美味且营

养健康，被建安区扶贫办消费扶贫合作

单位东吴人寿作为第三季度消费扶贫采

摘产品。特别是了解到火龙果是来自张

潘镇城角徐村产业扶贫基地时，大家就把

该基地锁定为周末带孩子采摘的好去处，

两棚火龙果已经供不应求。

在消费扶贫的过程中，帮扶干部全程

帮忙联系，深深地感动了安红海，他说：“是

党的好政策和热心肠的帮扶干部想方设法

帮助我，我一定要把种植技术交给村民，种

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脱贫致富奔小康！”

8月30日，洛阳高新区

丰李镇东军屯村73岁的村民

李书庆在采摘阳光玫瑰葡萄，

今年他家种的22亩优质葡萄

喜获丰收。近年来，该村大力

发展夏黑、阳光玫瑰、户太8

号等优质葡萄500余亩，经济

效益是普通葡萄的两三倍，种

植优质葡萄鼓起了农民的钱

袋子。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张弛摄

叶县 电商平台搭建致富金桥

把科技服务
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赵静莹张伟

许昌市建安区 爱心消费助农奔小康

帮您销售

上蔡县邵店镇籽粒村

葡萄成熟待销售

“扶贫好政策帮了俺娘俩”

□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8月份全省

粮、油、肉、蛋、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中有涨。

猪肉价格高位持稳，8月份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53.29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上

涨3.20%。9月份天气逐渐转凉，肉类消费

需求将持续增加，且中秋节、国庆节临近，

节日效应支撑明显。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

将在高位运行，节后价格或将出现回落。

鸡蛋价格延续涨势，8月份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7.75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上

涨13.8%；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8.03元/公

斤，较前一个月上涨4.28%。8月初鸡蛋

价格延续了7月底的涨势，中旬震荡企

稳，下旬回落后有所反弹。随着天气转

凉，蛋鸡产能逐渐恢复，鸡蛋供应量增

加，鸡蛋价格进一步上涨空间有限。

蔬菜价格涨幅明显，8月份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5.44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上

涨7.09%。进入9月，受季节交替影响，

本地菜供应相对减少，部分地区蔬菜进

入换茬期，外地菜运输成本增加且“双

节”临近需求增加，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仍

呈小幅上涨态势。

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台风天气较

多，对水产品养殖、出塘和市场流通造成

不利影响。8月份全省水产品零售均价为

38.87元/公斤，较前一个月上涨5.48%。

进入9月，鲜活类海产品种类和供应增加，

淡水鱼新鱼也陆续上市，但中秋节、国庆

节临近，将带动水产品消费。预计后期水

产品供需两旺，价格稳中有涨。

蛋鸡产能恢复 鸡蛋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连续两期，大奖再来。8月27日、30日，福彩双色球第2020082期、

第2020083期接连开奖，河南彩民连续命中两注头奖，再现大奖福地。

数据显示，两期两注双色球头奖均花落郑州，其中第2020082期大

奖出自郑州市东明路与纬五路路口西50米41010492投注站，为一张

复式“7+1”票，共揽奖金511万元；第2020083期大奖出自郑州市荥阳

贾峪镇洞林社区41510277投注站，为一张复式“8+1”票，共获奖金795

万元。

开奖后没多久，两位大奖得主便现身领奖，而且两位幸运彩民都是

90后。“没有想到呀，守了两期就中奖了。”郑州彩民王先生说，他购买福

彩已有几年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自选号码，重在享受购彩过程。

这次中奖号码是他之前选的号，第一次购买没中奖，不料第二次购买就

收获了第2020082期大奖511万元。“太幸运了，家里的债务也能还清

了，还能改善一下生活。”

“还房贷，减缓一下生活压力。”同样，荥阳彩民李先生也计划着奖金

的用途，他收获了第2020083期大奖795万元。领奖现场，李先生和妻

子分享着中奖的经历。他购彩时间并不长，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经常根

据走势图选号。“就是一种感觉吧，不过中这么大的奖，还是意外的，会合

理使用奖金，以后还会继续购买双色球。” （豫福文/图）

两期两注头奖
郑州俩90后喜领双色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