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商丘

市梁园区观堂镇侯

大庄村的村民正忙

着 收 获 丰 收 的 红

薯。近年来，该村群

众在区工商联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引导

下，结合该村土壤实

际，引进红薯新品

种，通过产业发展带

动就业，增收致富，

切实让村民腰包鼓

起来。

陈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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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报道柿子树下的“会客厅” 商水县后胡村的冬桃卖完了

贫困户的工资条蔬菜价格或将止跌回升

内黄县六村乡郭桑村

培养村级“网红”助力村民增收

“太感谢豫民帮忙的帮助了，我们村

的冬桃已经全部卖完啦！”11月15日，记

者收到了商水县黄寨镇后胡村党支部书

记、镇人大代表胡士新的感谢信。

11月8日，记者接到胡士新的求助

电话，后胡村百亩果园的冬桃销路不畅，

希望豫民帮忙能帮他找找销路。11月

11日，豫民帮忙刊发了《商水县黄寨镇后

胡村百亩冬桃寻销路》一文，大河网、今

日头条等多家媒体纷纷转发。消息刊发

后，不仅读者和网友前去后胡村购买冬

桃，同时也受到了县委宣传部和黄寨镇

党委、镇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积极联

系对接单位帮助销桃，为帮助后胡村果

农销售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天，商水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本磊

看到《商水县黄寨镇后胡村百亩冬桃寻

销路》一文后，亲自到黄寨镇后胡村桃园

了解情况，并与黄寨镇党委书记朱宏伟、

镇长高延一起到县城阿尔本、盛泰等大

型民营企业推销冬桃，仅用了一天时间，

后胡村剩余的冬桃就全部卖完了。

“其实我们黄寨镇领导在豫民帮忙

发稿前也已经开始积极帮助我们联系

销路了，再次感谢豫民帮忙，真正帮助

农民解决了销售难题！”胡士新说。

“老哥儿，听你说话我心里敞亮多了，

我想明白了，再也不跑了。”11月13日，在

叶县龚店镇后棠村东北角的小院儿里，村

民陈汉正和82岁的任国勇拉着家常。

小院里7棵粗壮的柿子树上果实累

累，一颗颗红彤彤的小柿子像一盏盏明

灯，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树下，一把把

小椅子随意摆着，一看就是经常有人坐一

起聊天。

80岁的陈汉和堂兄因为宅基地及通

道产生了矛盾纠纷，他认为自家的问题是

因为村里没有明确权属和及时解决问题，

就准备上访。

“我准备去北京告状。钱都准备好

了。”当陈汉第一次来找任国勇的时候，其

实是要“取经”。

2001年，任国勇的弟弟因为涉嫌贪

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任国勇坚信

自己弟弟绝非贪赃枉法的人，于是，他收

集整理相关材料，从此踏上了涉法上访

的道路。从弟弟一个人的事儿，到村上

的一些不平事儿，诉求也从为弟弟正名

到追究相关村干部的责任，在这条检举

举报的道路上，一走就是7年。7年前，

他亲手栽在门口的7棵柿子树，见证了

他7年的光阴。

一年一年柿子红。在他的努力下，弟

弟的案件被重新审查，恢复了名誉。一时

间，任国勇在村里人气骤增。很多群众遇

见问题都会慕名而来，征求他的意见。柿

子树下，成了天然的“会客厅”。

“让他三尺又何妨？”任国勇听了陈汉

的来意，开门见山就给陈汉讲起来道理。

陈汉以为自己会得到任国勇的支持，

会学习到很多上访告状方面的“技巧”，让

自己少走弯路，却不想，任国勇并没有支

持自己上访告状的想法。

“从去年到纪委信访部门举报后，人

家纪委信访干部一趟又一趟地来，就坐在

这柿子树下，给我做工作，讲政策，现在问

题也给我合理解决了，还专门来村里召开

以案促改会议。他们工作不容易，咱们这

样的小事儿，就别给他们添麻烦了。”任国

勇一番话解开了陈汉的疑惑。

“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说。我现在

是咱们村的民意廉情监督员，这活儿没

啥利益，但是责任重大。我也乐意当这

个‘监督员’。”信访问题化解中，了解到

任国勇为人耿直，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

龚店镇政府专门给他颁发了民意廉情监

督员的聘书，让他发挥余热，化解村内信

访矛盾。

而今，7棵柿子树的树干已经有碗口

粗了，华阴如盖。它浓荫下的“会客厅”，

依旧如初。只不过，谈论的议题，已经从

如何上访举报变成了如何化解矛盾，那个

柿子树耄耋之年的主人，也从一位老上访

户化身成了民意廉情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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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体稳

中有涨。

蔬菜价格降幅缩小，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5.21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57%。近期我省将迎来两次大风降温

降水天气。本地菜上市量将有所减少，且

雾霾、降水天气不利于交通运输，外调菜

成本增加，预计近期蔬菜价格或将止跌回

升，进入季节性上行通道。

受生猪产能逐步恢复，市场供应增加

的影响，猪肉价格持续震荡回落。上周全

省猪肉零售均价为49.32元/公斤，较前一

周下降0.36%；牛肉零售均价为73.34元/

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9%；羊肉零售均

价 为 72.82 元/公 斤 ，较 前 一 周 上 涨

1.27%。截至三季度末，全省生猪产能已

经恢复到2017年的80%以上，现有生猪

存栏3578万头，能繁母猪存栏355万头，

出栏2919万头，均居全国前三位。后期

气温进一步下降，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旺

季，但随着生猪产能的恢复，市场供应将

稳步增加，猪肉价格总体仍将呈震荡下跌

态势。

鸡蛋价格有所回升，上周全省鸡蛋零

售均价为 7.72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26%；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7.05 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1.31%。进入冬季，蛋

鸡产蛋率降低，养殖、运输等成本增加，预

计近期鸡蛋价格仍有震荡上行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9.11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2.22%。由于前期养殖类水产品集中

出塘，导致存塘量减少，加之部分产地虾、

蟹处于尾期，养殖户惜售，预计近期水产

品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水果价格稳定，上周全省水果零售均

价为10.21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应季

新果持续上市，供应增加，上周全省水果

价格基本稳定，预计近期水果价格将在现

有价位小幅波动。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加强成品油市
场监管

近日，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力量开展成品油市场执法监管工作。重

点依法查处超范围经营成品油、无证照

从事成品油经营行为；假冒他人注册商

标，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或擅自使用

他人的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

油品行为等，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目前，全县共抽检加油站50座，抽检

样品102个。 （张伟）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防

范低温保供电
根据天气预报，11月下旬将有一股

冷空气来袭。为防止寒潮天气对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11月16日，国网

正阳县供电公司积极应对，迅速行动，采

取多项有力措施，全力做好低温恶劣天

气防范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面对即将来袭的低温天气，国网正阳

县供电公司深入分析电网薄弱环节，落实

风险防控方案，科学安排运行方式，并及时

启动《正阳电网2020年迎峰度冬保电方

案》，加强线路设备巡视和维护消缺力度。

组织运维和供电所人员加大对配电线路

设备的巡视检查密度，开展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拉网式”特巡及防护等工作；全面

落实防寒、防冻、防污闪、防外破措施；加强

应急抢修管理，做好人员、装备、物资、车辆

的应急抢险准备工作。（李宏宇陈建政）
民权县住建局大力推广建筑节能

和绿色建筑
一是严把设计质量关，将节能设计

和节能计算报告作为施工图审查的重

要内容，建筑节能措施、绿色建材等经

审查合格后才能出具合格书。二是严

把施工质量关，把好现场材料的进场、

检测、施工，确保建设项目保温节能措

施按设计要求落实到位。三是积极宣

传绿色建筑理念，将绿色建筑理念贯穿

全过程，并鼓励企业积极申请绿色建设

设计评价标识。 （郭合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等规定和生态环境部2018年7月16
日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拟建项
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希望
广大公众积极参与，为项目提出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传真、
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联系，查阅纸质报告书。或者通过网
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载
查 询 ： https：//www.eiabbs.net/
thread-365326-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到项目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

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部统一制定，公众可通过以下链接下
载公众意见调查表。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公众意见表填写好之后，可通

过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电话联系建设单
位上门取件等方式提交我公司。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
均可向我公司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的意见。

邮寄或自送地址：南阳市淅川县城区
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13782137999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见网络
链接），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
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并请注明发表日
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淅川县福源制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淅川县福源制业有限公司新建年涂印7000吨
薄板印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通过巡察整改，我们单位各项工作

更加规范了，干部职工的干劲也更足了，

在今年全市人居环境整治观摩工作中，

连续两个季度获得全市排名第一的好成

绩。”近日，漯河市召陵区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陈安国谈及巡察整改时如是说。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巡察整改责任，

提高巡察整改实效，召陵区科学统筹谋

划，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巡察整改

督查督办工作，做实做细巡察“后半篇”

文章。

巡察整改期间，由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带队，联合区纪委监委、区

委组织部、区委巡察办组建专项调研督

导组，对被巡察单位巡察整改工作进行

调研督查，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个

别座谈、实地调研等形式，对被巡察单

位党组织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移交问题线索办理进度等情

况进行逐条盘点、逐项检查。

巡察整改到期后，依托监督检查协

作区、派驻纪检监察组并联合区委组织

部对被巡察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审

核，按照责任不落实决不放过、整改不到

位决不放过、问题不见底决不放过的“三

个不放过”原则，对照各被巡察单位整改

报告和线索办理情况，一项一项落实，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建议，释放出

“巡察不是一阵风”的强烈信号，让整改

措施真落实、真到位、真见效。（袁立康）

□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乔连军

□本报记者 杨青

天气渐冷，冯月梅起了个大早，她

接到驻村第一书记高彦涛的通知，让她

将村里扶贫工作的相关资料整理好。

冯月梅是村里的扶贫资料管理员，她工

作认真，一做就是两年多。

高彦涛是民权县市场监管局驻该县

程庄镇黄堂村第一书记。提起冯月梅，高

彦涛夸赞道：“扶贫资料管理员最重要的

就是把贫困户的动态管理做好，谁家脱贫

了、谁家返贫了，及时掌握情况，及时采取

帮扶措施。这项工作，月梅做得很好。”

31岁的冯月梅是黄堂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7年，她患肾衰竭，需要做透

析，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无疑

是雪上加霜。2020年，肾源配型成功，冯

月梅做了肾移植手术，花费30多万元。

为了增加冯月梅家的收入，高彦涛

向村“两委”建议，聘请大专毕业、因病不

能外出务工的冯月梅当村里的扶贫资料

管理员，月工资1200元。虽然高彦涛的

建议被通过了，可是工资落实起来却成

了问题。刚开始由于村里经费紧张，没

有能力支付这项费用，高彦涛就自掏腰

包，每月按时把工资发放给冯月梅，不知

情的冯月梅就在工资条上签名、按手印。

后来，村集体经济有收入了，高彦涛

和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每月再给冯

月梅补助600元。

两年多来，冯月梅每天准时到村委

会上班，按时领取工资，高彦涛依旧让她

在工资条上签名、按手印。她常说：“我

是赶上了好时代，碰到了好干部。现在

我的病治好了，开始了新的生活。将来

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好好回报社会。”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李
小伟）“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电商有了

更多的了解。从视频拍摄需要注意的事

项、如何上链接、怎样去运作账号等，学

到了很多知识。我想借此机会做电商，

增加家里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11月

16日，内黄县六村乡郭桑村村民王利花

谈起参加村里电商培训班的收获时说。

王利花今年31岁，她的家人在外务

工，平时自己在家带孩子，闲暇时间比较

多。前几天，村里邀请西安聚合维度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来给村民做电商培训。

通过培训，王利花对电商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也坚定了做“网红”直播带货的信

心。郭桑村村民学习电商知识积极性高

涨的一个原因是尝到了电商销售的甜

头。该村村民郭刘强在拼多多上开办了

网店“辣伙伴”，目前已销售8242件产

品。

郭桑村党支部书记李保林介绍，为

了让更多的村民将自家的农产品销售出

去，该村加强电商培训，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培养村级“网红”，助力村民增收。

“之前，县里和乡里开展了电商培训，村

民非常感兴趣，还想再接受培训。我们

这次专门邀请了西安聚合维度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来给村民培训。”李保林说。

据了解，此次电商培训为期3天。培

训老师从传统电商到直播电商、基础操

作到流量思维进行了专业的讲授。尤其

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员进行了农产品

线上直播体验，使大家对电商有了更深

的认识。

“目前，农产品线上销售已成为农民

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我们村农产品种

类非常多。为了提高村民收入，我们聘

请了西安电商培训团队为村民进行培

训，培养我们村的‘网红’，让手机成为新

‘农具’。通过培训，现在村里想做电商

当‘网红’的村民越来越多，我相信通过

大家的努力和现代媒介，老百姓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过。”李保林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郑鹤凌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朱光伟

漯河市召陵区 力促整改成果最大化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头奖持续开，派奖正进行。11月15日晚，福彩

双色球第2020114期开出头奖16注，这是今年双色

球12亿元大派奖活动的第4期派奖，再次送出好

运。数据显示，河南彩民当期收获两注头奖，其中1

注为一等奖特别奖，这也是此次派奖期间，河南彩民

命中的首注一等奖特别奖。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两注头奖花落郑州、

新乡，分别出自登封市颍河路与谷路街41010885投

注站，采用复式9+1投注，命中一等奖特别奖，共获

奖金1027万元（含派奖373万多元）；新乡市获嘉县

楼村41570493投注站，单式10元投注，命中一等奖

普惠奖，收获奖金719万元（含派奖71万多元）。

11月16日，登封双色球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

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奖。据刘先生介绍，大奖由他和

朋友3人合买所中，在前些年，他们因购彩而结识，经

常相约在一起研究号码，分享购彩心得，还喜欢一起

合买双色球。“我们的心态都很好，买彩票就是给自

己买个希望，能中是好运，不能中就相当于做了公

益，感觉很有意义，不过这次中奖还是很激动的。”

刘先生表示，由于派奖期间，他们自选的一张复

式双色球票命中了头奖，还多得了几百万元的派奖

奖金，让他们惊喜万分。“对于奖金，暂时还没有打

算，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继续保持心态，支持福

彩公益事业。” （豫福文/图）

双色球派奖送好运，登封彩民
喜领河南首注一等奖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