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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销售

民权县住建局以实干苦干强化担
当作为促作风建设大提升

一是住建局党委班子扛牢政治

责任，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强化责任担当，按照既定目标

加快完成任务；三是发挥作风建设

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工作的保障作

用，真正把广大住建干部塑造成为

城市建设先锋队，把住建党组建设

成为美丽民权的坚实战斗堡垒，为

实现清新精致、整洁有序、大气开

放、品质民权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

力。 （李启轩）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开展家风教育

系列活动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开展家风教

育系列活动。该行共举办3次警示

教育活动，各领导成员和廉洁家庭代

表分享家风故事，干部职工家属手写

“廉情寄语”100余条，坚持以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此次活动促使党员干

部和家属在心中立起一把纪律戒尺，

筑起一道思想堤坝，以家风塑廉风、

树新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社会生态。 （张其友、申龙）

特色产业助增收
西峡县寨根乡在产业发展中围绕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原

则，坚持把培育优势产业、拓宽贫困群

众增收渠道作为首要任务，并结合山

区实际，发展养蜂产业，目前全乡共养

殖中华蜂1000多箱，广大群众通过养

蜂走上致富路。 （庞良）
贫困户喜领脱贫光荣证
近日，西峡县石界河镇冬青树村

扶贫责任组和村“两委”为2020年度

脱贫户梅新华颁发脱贫光荣证。冬青

树村认真落实各项扶贫政策，采取“输

血与造血”相结合的帮扶模式，促使梅

新华2020年度实现顺利脱贫，全村16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薛红果）
技能培训增添内生动力
10月20日，由西峡县石界河镇

人社主办的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用技能

培训班在冬青树村结业。本次实用技

能培训共有80名劳动力参训，采取理

论学习、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主要

培训袋料、山茱萸种植等扶贫产业知

识，着力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

式”扶贫转变。 （薛红果）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邵海
华孙俊旗）脱贫致富快，全靠产业带。

如今，尉氏县绝大多数村庄都建起了助

力脱贫致富奔小康、促进就业的产业基

地，群众足不出户、足不出村就能做工，

增加收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卢红丽是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李

岗村村民，本想随丈夫外出打工，增加

收入，但婆婆年近九旬需要陪伴，卢红

丽一直赋闲在家。去年县里的服装加

工厂福甬集团在村里开办了分厂，建立

起产业扶贫就业基地，卢红丽报名做了

缝纫工，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

“离家近，也管照顾家里，还管照顾

地里农活，反正好处肯定是多了啊。 对

生活很满足，也可充实。”幸福的笑容洋

溢在卢红丽的脸上。

河南福甬集团副总经理穆乐葵告

诉记者，在乡村开办分厂，可以实现三

方共赢：企业需要这些员工，帮我们消

耗大量的业务；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

导，制定长期的扶贫规划，让更多贫困

户实现稳定就业；对当地老百姓来说，

上班时间可以来工厂上班，家里有事

了，因为就在家门口，可以随时回家照

看到家里的老人小孩。

岗李乡冉村菌类种植专业合作社是

耕耘农业合作社重点扶持的弱社之一，

目前已建设食用菌日光温室出菇大棚

1.5万平方米，30个大棚，年上菌棒20万

棒，年产香菇32万斤，预计年产值150

万。负责人黄爱菊告诉记者，耕耘农业

合作社作为强社，一方面给她们提供技

术指导，一方面提供后续的香菇回收。

“在强社的带动下，我们弱社有了底气，

对以后发展的信心更足了！”黄爱菊说。

据了解，目前的耕耘农业合作社已

发展为耕耘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以

该产业园为核心，尉氏县按照可复制、可

推广的原则，辐射带动大马、朱曲、张市

等6个乡镇39个食用菌扶贫基地，构建

食用菌产业发展联盟，着力打造食用菌

产供销全产业链。仅岗李乡就复制推广

建设食用菌扶贫基地14个，标准化食用

菌大棚290多座，预计2020年入棚菌棒

300多万棒，年利润可达1500多万元。

通过“党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

困户”、全产业链“强社带弱社”等模式，在

产业链条上采取财政奖补、土地入股、资

金入股、菌棒托管、溢价收购、承包大棚等

带贫模式，带动贫困户全环节参与、多渠

道增收，最终达到全链带贫。“产业园已带

贫2043户，人均增收2000元，扶贫成效

凸显。”岗李乡乡长张宏亮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尉氏县已累计投入产业扶

贫发展资金2.05亿元，激励扶持耕耘农

业、鑫晟纺织等龙头企业和花生、瓜菜、养

殖等农业奖补项目带动贫困户17141户，

实现贫困户产业扶贫全覆盖，其中2019

年贫困户户均产业增收近3000元。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0月25日，霜降已过，秋收秋种已基

本结束，广袤的田野里，麦苗已露出地面，

而在鲁山县张店乡袁家沟村的一处大田

里，玉米叶依然青青。掰开一个玉米穗，

露出的是嫩嫩的黑色或红色的玉米籽。

“今年的黑甜糯玉米和红甜糯玉米已

经可以上市。通过网上售卖，一穗玉米能

卖到3元左右。一年种两茬（春玉米和秋

玉米），一亩地种3500棵，能达到供货标

准的玉米穗有2800个左右，两茬下来，一

亩地收入16000元不成问题。”正在查看

玉米穗成熟度的程佳佳说道。

1994年出生的程佳佳自称是个“新农

人”。据她介绍，2018年6月，她租下这块

连片80亩的土地，成立了河南玉尧赫成农

业有限公司，发展高效有机农业，坚持人工

除草，不使用除草剂。为了改造土壤结构，

当年她仅购买农家肥和有机菌肥就投入了

5万多元。除了栽种30亩芦笋外，程佳佳

在其他50亩地里发展高效农业种植。

2019年春，程佳佳了解到黑甜糯玉

米口感好，富含花青素，属于非转基因食

品，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养生观，深受市场

欢迎时，就从天津一家公司高价购回一批

种子，试种了30亩。玉米成熟后，大部分

通过线上销售出去，一茬就收入20多万

元，2019年的 30亩秋玉米同样收入不

菲。2020年的50亩春玉米，收入40余万

元；30亩秋玉米，目前已到了能售卖的时

节，估计这茬玉米仍然能收入20多万元。

程佳佳今年还试种了20亩新品种凤

梨萝卜，目前长势良好。“这种萝卜形状就

像凤梨一样，皮和芯都是红色的，非常漂

亮，另外甜度高，水分多，可以像水果一样

吃，很受现代人的喜爱。”程佳佳说，保守

估计，一亩凤梨萝卜产量可达7000斤以

上，按目前市场行情，一亩凤梨萝卜也能

收入2多万元。

□本报记者丁需学

“现在园里的雪桃已经成熟，有30万

斤以上，目前只卖了10万斤左右，还有至

少20万斤没有销路。希望豫民帮忙帮我

介绍点批发商，或呼吁大家到果园里采

摘。”10月25日，郏县茨芭镇明星雪桃园

29岁的果园主人李明星愁容满面地说。

李明星说，他8年前回乡创业，流转

50亩地种植雪桃，前几年雪桃成熟时尽

管多次遭遇到多雨天气，但因他的雪桃

个大品相好、味甜口感好，基本上都卖

完了，不愁销路。今年雪桃成熟前，他

就开始在微信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媒体

上发布雪桃成熟的信息，同时与大客

户、老客户联系，但效果一直不太好，到

目前只卖了10万斤左右。

雪桃销售旺季已过了十多天，去掉

袋子的一小部分雪桃已经开始缩水。

若遇上严重霜降天气或下雪，大部分尚

未去袋的雪桃将会烂掉。李明星愁得

天天睡不着觉，期待着销售情况发生好

转。为了将雪桃尽快销售出去，他已将

每斤10元的零售价格降到每斤5元，并

可通过快递向各地发送雪桃。

如果您想购买雪桃或有好的销售
渠道，请与李明星联系。

李明星电话：18837566600

□本报记者段宝生

一个来自县医疗保障局的驻村第一

书记，发挥自己中医世家的独特优势，带

领5户贫困户在28亩土地上种起了蚯

蚓，没想到真的从土里刨出了“金条”，每

亩平均纯利达到了12000元。

他就是37岁的丁涛，濮阳县医疗保障

局派驻梁庄镇马楼村第一书记。2019年1

月份，丁涛被组织任命为竹马楼村第一书

记，这个有着2300多人的村子，是个非贫

困村，只有7户贫困户。经过讨论和求证，

丁涛带领村干部一班人南下上海、武汉、南

京、亳州，北上保定、安国等地市考察蚯蚓

规模化养殖和药用养殖水产用途。

说干就干，丁涛带领村支书李明丹等

一干人，以每亩750元的费用流转村民土

地30亩，从山东省梁山县引进改良后的

“大平二号”蚯蚓。这是带着蚯蚓床种到

地里的，为的是防治蚯蚓的水土不适。蚯

蚓一进到地里，丁涛他们便把从养牛场购

进牛粪覆盖上，用水管喷水，保持湿度。

他们像呵护婴儿一样呵护蚯蚓们。

从春到秋，丁涛和李明丹他们的蚯

蚓一共收获了8茬，每茬在120公斤左

右，水产养殖用新鲜蚯蚓远销到上海、南

京根本供不应求，干蚯蚓销售到河北安

国和安徽亳州医药用。2019年底一算账

每亩除去投资的15000元，净赚10000

元~12000元，况且养殖蚯蚓是一次性投

资十多年受益。

丁涛说：“今年的疫情没有给蚯蚓养

殖带来冲击，明年春节上市。我们还用

蚯蚓养鸡、养鸭等，发展有机蛋禽冲刺市

场。我们来年将开展乡村旅游项目，开

展中小学生的劳动和研学旅行活动。”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谭亚廷徐帅

“真开心，这个月工资已经发放

了！”10月22日，在镇平县曲屯镇齐岗

村腾达电子扶贫车间里，刚拿到2200

元工资的彭书花笑得合不拢嘴，从贫困

户到“工薪族”，她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

信心，觉得生活越过越有劲儿。

今年41岁的彭书花喜滋滋地数着

手头的工资说：“我终于能靠自己的双

手赚钱了，我要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

彭书花是曲屯镇齐岗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孩子早年得了罕见的“川崎

病”，医疗费用昂贵，而家里的主要经济

来源是靠她有病的丈夫打零工，家里的

生活过得紧巴巴。

八月的一天，彭书花在村里举行的

志智双扶会上听说村里从外面引进老板

建工厂，需要人员时，她第一个报了名。

据悉，曲屯镇新近牵头引进5家合

作企业，幸运的是其中三家扶贫工厂都

落户在了彭书花所在的齐岗村，这一消

息让她高兴得合不拢嘴。从前，彭书花

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灶台和孩子转，如

今，她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后然后步行

五分钟到工厂去上班。“从来没想过我

能在家门口当上工人，我相信我能通过

自己的双手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让全家

人的生活越过越好。”彭书花对未来的

生活充满信心。

鲁山县90后女孩程佳佳

甜糯玉米种出火红生活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

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总体价格以

降为主。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51.1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95%；牛肉零售均价为73.9元/公斤，较

前一周上涨 0.43%；羊肉零售均价为

73.10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04%。受

产能恢复及猪肉价格持续回落影响，生猪

出栏量增加，市场猪肉供应充足，价格持

续回落。数据显示，9月末，全省生猪存

栏3577.81万头，增长6.4%；其中能繁母

猪存栏355.48万头，增长18.5%。预计近

期猪肉价格仍有回落的空间。

鸡蛋价格延续弱势，上周全省白条鸡

零售均价为17.0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22%；鸡蛋零售均价为7.72元/公斤，较

前一周下降0.39%。上周鸡蛋价格延续

了回落态势，一方面蛋鸡仍处于生产旺

季，市场供应较为充足，加之秋季天气凉

爽，鸡蛋运输、储存成本降低，损耗减少；

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持续回落，禽蛋替代作

用减弱，终端需求一般。预计近期鸡蛋价

格仍将弱势运行。

蔬菜价格降多涨少，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5.58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06%。近期天气好转气温有所上升，有

利于蔬菜生产，菠菜、西兰花等本地市场

供应量增加，运输及销售成本降低。预计

蔬菜价格或将继续下行。

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9.3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24%。目前养殖类水产依旧处于集

中出塘阶段，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将在现

有价位呈小幅波动态势。

水果价格小幅下降，上周全省水果零

售均价为10.1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3.16%。当前是水果收获的季节，柑橘、

梨、苹果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市场总体

供应充足，加之天气好转，物流通畅成本

减少，带动价格下行，预计近期水果价格

仍有下降的可能。

10月21日，渑池县城关镇苏湾村村民武鲜英在展示刚采挖出的板蓝根。去年以来，该村看准了板蓝根市场需求量大、经济

效益高的发展前景，引导农民种植板蓝根，面积已达300余亩，每亩纯收入5000余元，板蓝根已成为该村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

业。 本报记者杨远高实习生樊雨晨通讯员古俊锋摄

蔬菜水果价格
仍有回落空间

镇平县彭书花 从贫困户到工薪族

濮阳县医保局驻马楼村第一书记丁涛

蚯蚓养出致富路

郏县茨芭镇明星雪桃园

10万公斤雪桃寻销路

尉氏县乡村办分厂 拓宽富民路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10月22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0104期开奖，红球号码

为04、08、10、16、27、29，蓝球号码为09。当期开出头奖9注，

单注奖金为658万多元，花落9地，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注，再

现大奖福地。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当期这注大奖出自郑州市东明

路城北路41011507投注站，采用复式6+3投注，为一张6期

票，投注金额共计 36 元，自第 2020100 期投注，在第

2020104期命中一等奖，共揽奖金693万元。

10月26日，大奖得主李先生（化名）和姐姐一起现身领

奖，据介绍，姐弟俩购彩多年，是福彩的老彩民，基本上每期

不落，但一直保持着平常心，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由于工作

忙碌，姐弟俩经常采用守号投注、多期票投注，此次中奖的彩

票是他们两年前选的号码，一直守号投注，终于等来了属于

他们自己的好运。“买了一张多期票，图个方便，真是没想到

中了这么大的奖，太激动啦！以后肯定还要继续买双色球。”

对于奖金的使用，李先生姐弟俩表示，目前还没有想好，

不过肯定要先买个合适的房子，改善一下生活。 （豫福）

一张双色球多期票
助郑州姐弟俩收获大奖693万元

复式投注双色球，新乡彩民合买命中621万元大奖
10月20日晚，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0103期开出

头奖13注，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注，出自新乡市原阳县

公园世纪小区41570711投注站，为一张复式10+1票，

共揽奖金621万元。

“昨晚就知道中奖，大家都很兴奋，有人一晚上都

没睡着。”10月21日上午，当地福彩工作人员、大奖投

注站业主以及中奖彩民代表，一起来到省福彩中心领

奖。原来大奖彩票为12人合买，共同迎来幸运与惊喜。

据投注站业主介绍，合买团队进行合买已有两年

时间了，此次中奖彩票的号码，已经守号购买了好几

期，一直没有中奖，但大家一直坚持着。10月20日，又

到了双色球开奖日，大家一起商量如何选号，其中有人

提议再守一期，赢得了众人同意。按照每份28元，分成

了15份，共计12人参与，就这样大奖悄然来临了。

当晚双色球开奖后，中奖消息便传播开来，621万

元的奖金让众人激动开来，一边庆祝一边商量如何领

奖。经过沟通，他们次日一早就快速赶来领奖，一起见

证好运时刻。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