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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红薯小镇”汝阳县柏树乡举办迎新春消费扶贫月活动在该镇淘宝村电商孵

化基地启动，优质的红薯粉条布满展厅，还有鲜薯、粉面等各种新鲜果蔬系列产品。活动当

日，金堆城汝阳分公司、中联水泥公司、河南科技大学等爱心企业认筹粉条1万余公斤，受益

群众200余人，其中脱贫户50余人。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高山岳李景堂摄

1月10日，隆冬时节的商城县汪岗镇韩冲村万亩茶园依然苍翠如画，美不胜收。近年来，该村充分利用当地山地资

源，集中连片种植高山茶近万亩，年产干茶300多吨，并通过采茶用工、茶叶加工、茶叶销售、茶旅融合等茶产业，带动

400多户茶农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杨绪伟摄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高长军

时值寒冬，卢氏县官道口镇的粮农、

烟农、果农、药农们冬闲变农忙，中耕除

草、施肥浇水、修枝定型，人人抢抓晴好天

气，家家期盼来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地处卢氏、灵宝、洛宁三县交界处的

官道口镇是卢氏县的北大门，是一个地广

人稀的山区边陲老镇。 近年来，该镇因

地制宜，抢抓机遇，围绕“长抓旅游中抓

果，当年烟叶和中药”的战略目标，充分利

用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和丰富

的土地资源，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

大优质玉米、烟叶、林果、中药材种植规

模，通过良种培育、集约经营、高效管理、

配套服务等举措，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实现

新突破，产量质量双提升，经济社会效益

凸显，五万亩传统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转变理念谋发展

该镇多次组织村组干部、经营大户外

出考察学习，内引外联，走集约规模化经

营之路，2017年以来先后引进三门峡鑫

生源绿色果业有限公司、三门峡华昱五味

子中药材有限公司，累计投资 1.3亿元在

大岭头、车岭、耿家庄、寨上、磨上等村流

转土地11000亩，新发展矮化密植烟富8

号、维纳斯黄金苹果 2800 亩、秋月梨

1000亩、五味子、丹参、黄芪、苦参、苍术

等中药材4000亩，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传统农业聚变为高效产业。

秋凉河村55岁的庄稼老把式阴建科

说：“近几年种植的40亩‘登海’新品种玉

米，亩产达到600多公斤，年单项收入6

万多元，扣除地租、种子、机械等费用，一

年轻轻松松净赚4万多元。”

科技推动促提升

该镇多渠道筹措资金1.2亿元，用于

产业技术升级、产业奖补、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5年来高

标准完成了毗邻灵宝寺河山的岭南、秋凉

河老果区2700余亩苹果树的更新换代或

高枝换头，修建耿家庄、大岭、车岭、寨上等

果药基地田间道路11.3 公里，埋设滴水灌

溉管道30万米，在6个主烟区建成标准化

密集式炕房400余座，推行林药套种、烟粮

轮作、增施牛羊粪有机肥和秸秆还田新模

式，增强地力肥力，提高生态经济效益。

“镇村扶持果农推广新技术，改良新

品种，我家种植的20多亩‘红富士’苹果，

年产量达5万多公斤，俏销全国各地，年

净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140多户都靠

种苹果住上了新楼房，坐上了小轿车，过

上了好日子。”说起苹果种植的发展经历，

岭南村58岁的老果农李红光自豪地说。

产业链条聚效能

五万亩传统产业促进了该镇经济大

发展、社会大进步，如今的官道口镇已聚

合区位、产业、品牌效能，成为山区边贸重

镇，镇区面积由10年前的不足2平方公里

扩展到目前的3.5 平方公里。镇区高楼

林立、商超、餐饮、服务店铺160多家，人

流车流汇聚，村容户貌干净整洁，吸引外

地经营者前来投资兴业，其中洛宁、灵宝

等人员在该镇从事一、二、三产业2000余

人、就学500余人，社会经济效益日益凸

显，涌现出一大批粮、果、烟、药种植、购销

大户和致富带头人，其中100亩以上种植

大户153户，年家庭收入突破10万元的

家庭比比皆是。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刘
天鹏）1月5日，投资20亿元的河南凯威

钢构有限公司智能化电力通信装备生产

基地等12个总投资111亿元的项目在西

平县产业集聚区开工建设……这是西平

县纲举目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六

保”“六稳”见实效，坚持“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的一个生动缩影。

加大对企业金融服务力度、出台政策

措施保障企业用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

动“六稳”“六保”见实效……西平县一系

列服务措施，犹如当下寒冬里的“小棉

袄”，既贴身又暖心，让民营企业实实在在

地感受到了温暖。

西平县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出台

各种产业政策，及时协调解决规划实施过

程中的问题；建立河南省畜牧机械检测中

心，牵头制定畜牧装备产品行业标准，扩

大影响力；加大金融服务力度，积极为畜

牧机械科创孵化园和畜牧装备供应链产

业园包装专项债券，争取资金支持。

该县严格落实联审联批、多评合一审

批模式和“两个零接触”“一网通办”“限时办

理”等制度，实行“保姆式”服务，力争现场办

理“最多跑一次”；落实全程代办制，做到工

商注册、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一

天内完成，实现企业与职能部门“零接触”。

该县树立“招工即招商、招商即服务”

的理念，帮助企业破解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扎实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和“金牌企业”

对接活动，支持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实行领

导分包在建重点项目责任制，建立“一小时

内答复”机制，为企业发展营造优质环境。

该县坚持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结合部

门实际，研究出台惠企政策，激发市场活

力，全力助推企业发展。抓好减费降税，

坚持减税降费与组织收入融合推进，切实

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2020年，西平县生产总值255亿元，

以年均增长7.3%的鲜活数据为“十三五”

画上了圆满句号，为谱写“十四五”更加精

彩的华章筑基聚能。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近日，在濮

阳县举办的禽蛋节上，4个小时的直播，

就可销售鸡鸭鹅、鹌鹑、鸽子蛋五万件，

价值260万元。

在濮阳县城乡，自2017年始，以返

乡创业触电上网的青年代表马国耀为

首的2000多名电子商务销售大军依托

150多个农村销售平台和电子商务运营

中心，一手牵供给一手牵需求，加上网

红名人明星代言，让以禽蛋为首的农产

品快速上行，吸引了京东、阿里来濮阳

县设立分中心和云库。

濮阳县商务局副局长黄耀钦告诉

记者，三年来，濮阳县的电子商务工作

坚持围绕农产品上行做文章，以禽蛋销

售作为突破口，加大支持力度，助力养

殖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统

计显示，2020年初，禽蛋网上销售达到

3500万元，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尤其是

疫情发生以来，电商克服重重困难，自2

月18日复工至3月13日，发出禽蛋55

万余单，销售额2200万余元，极大地降

低了疫情对濮阳县养殖业的冲击。

濮阳县电子商务带动了农产品网上

销售，有力推动了养殖业的发展，在推进

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2020年，养鹅产值达1.9

亿元以上，帮助农民增收亿元以上。自

2018年以来，濮阳县禽蛋在京东平台上

销售稳居第一，在阿里平台名列前茅。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曹良刚）“这里的草莓很大很

甜，还有奶油味，很好吃，每年一听说上

市了，我就来买。”1月7日，正在鲇鱼山

街道办事处龙潭村龙潭小学旁草莓基地

采摘草莓的余露微笑着说。记者看到，

虽然当日气温较低，但是来采摘草莓的

游客还是络绎不绝。

“我种草莓已有30余年了，今年种了

17个大棚、13余亩。由于技术好，我的草

莓去年12月初就上市了，一直可以采摘

到今年6月份。”该草莓基地负责人江中

海介绍说。

据了解，该草莓基地是商城县康源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七个草莓基地之

一，七个草莓基地分布在该县鲇鱼山

街道办事处、赤城街道办事处、河凤桥

乡、金刚台镇等地，统一叫豫南龙潭草

莓。

今年 33岁的周宜章是龙潭村人，

2010年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毕业后在

杭州从事食品检测工作。在杭州工作

时，他发现“采摘游”在一些大城市周边

地区快速兴起，遂萌生了回家乡种植草

莓的念头。2015年，周宜章不顾家人

的反对，凑了30多万元，种植了10余

亩大棚草莓。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到

草莓种植行业中来，第二年他成立了商

城县康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到2018

年，周宜章种植的草莓产量提高了，知

名度提上去了，每亩草莓销售额有3万

多元，纯收入每亩已超万元。“一个人富

不算富，让更多人都致富，这才叫真本

事。”周宜章微笑着说，“我们合作社带

动鲇鱼山办事处15个村47户贫困户年

均增收3000余元。”“合作社一有活儿，

我就来干，一年挣六七千块钱不成问

题。”脱贫户盛永珍一边摘草莓一边介

绍说。

“下一步，我将联合我村草莓种植大

户，叫响豫南龙潭草莓品牌，走大规模生

产之路，让农民在家门口打工就能赚到

钱。”谈及未来的打算，周宜章踌躇满志

地说道。

据龙潭村党支部书记汪达珍介绍，

自1993年以来，龙潭村人在商城县首先

试种草莓，经过27年的发展，该村已在县

内外发展或指导种植草莓园20个，种植

面积近千亩，年用工500余人，带动贫困

户150余户，年销售额达3000余万元，年

利润达1000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张衍飞）“警示片里都是咱身边的人身

边的事，看了让人痛心，这些村干部的

教训真是太深刻了！”近日，村干部专题

警示教育片《法盲村官的悲剧人生》在

内黄县各乡镇热播，为新任村（社区）干

部上了“廉政第一课”，为他们廉洁履职

扣好“第一粒扣子”。

“对于这些反面典型案例，我们不

能当看客，不仅要把教训当‘故事’听、

把案件当‘剧本’看，更要从这些‘活教

材’中吸取教训。”1月11日，内黄县石

盘屯乡西街村党支部书记常麦玉表示。

随着农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顺

利完成，内黄县分批组织开展新任职农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岗前教育，为了更

好地发挥教育效果，该县纪委监委创新

教育载体，推出了警示教育、发放《内黄

县纪委监委党风廉政建设提醒书》、谈

心提醒等廉政“套餐”，为新一届农村

（社区）干部画红线、吹廉风，使他们在

视觉上有冲击、心理上有触动、思想上

有警醒，从而敬畏手中的权力，敬重服

务的人民，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我们对农村（社区）新任职党支部

书记进行廉政教育培训，目的是要让他

们心中有民，敬畏权力；心中有责，敬业

奉献；心中有戒，警钟长鸣。要习惯在

监督下工作和生活，干好‘一肩挑’，不

搞‘一言堂’，切实扣好履职‘第一扣’，

把好从政‘第一关’，确保今后廉洁履职

一身正气。”内黄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齐宏阳表示。

边陲老镇焕新机

西平县
项目建设开门红
精彩开局“十四五”

商城县 草莓种植带动村民富起来

濮阳县

电子商务助推养殖业发展

内黄县

村支书上好履职廉政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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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涨

多跌少。

猪肉价格高位回落。上周全省猪

肉零售均价为52.36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0.8%。春节临近，肉类消费需求旺

盛，屠宰企业陆续开启备货。由于春节

之前是生猪集中出栏期，供应增加将缓

解价格上涨压力。预计近期猪肉价格

仍将呈高位窄幅波动态势。

鸡蛋价格止涨企稳。鸡蛋零售均

价 为 8.46 元/公 斤 ，较 前 一 周 下 降

0.35%；上周全省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7.4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52%。

从目前市场情况看，供给端依旧充足，

需求压力不大。预计近期鸡蛋价格仍

将在当前价位窄幅波动，涨跌两难。

蔬菜价格延续涨势。上周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6.61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5.76%。寒潮天气导致全省气温下降明

显，蔬菜生长周期延缓，部分种类受冻减

产，产区货源减少，价格高位运行。预计

近期蔬菜价格仍将延续季节性上涨态势。

水产品价格略有上涨。上周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42.52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1.09%。元旦过后存塘量减

少，养殖户惜售，加之寒潮天气海产品

和养殖类水产捕捞成本增加。预计近

期水产品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师家河小学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日前，郑州市师家河小学召开疫情防

控工作会议。王校长对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强调要把疫情防控

工作放在首位，责任落实到位。坚持师生

生命和健康至上的理念，全面有序地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体教职工将齐心

协力，全力保障校园安全。 （司晓凤）

双桥小学召开“党建引领·思政铸
魂”项目推进会

为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课改革创

新，以更好地推动学校思政工作向纵深

发展。日前，郑州市双桥小学召开了

“党建引领·思想铸魂”项目工作推动

会。 （孙梦璇）

以案为鉴树清风正气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1月8

日，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幼儿园开展了

廉政专题教育，促进了全体教师增强政

治定力、锤炼政治担当、强化政治自律，

督促干部、教师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确保风清气正。 （付淼）

开展“百姓宣讲直通车”进社区活动
1月1日，郑州市北林路汇城社区

党总支携手睿文堡幼儿园开展了“百姓

宣讲直通车”活动，通过文艺活动与政

策宣讲结合的方式，向辖区居民宣传环

保、文明、安全等知识，得到辖区居民的

广泛好评。 （齐惠静）

薛岗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推进会
日前，郑州市薛岗小学召开了师德

师风专题会议。全体教师对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必能严

格按照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来规范自身行为，加强学习，提

高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力争做—名人

民满意的“四有”好教师。 （李勤）

蔬菜水产品价格将延续上涨态势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1月10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1004

期开出头奖两注，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

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注，出自洛阳市张衡

街与洛宜路口南50米41030963投注站，

为一张复式9+1票，命中当期头奖，收获总

奖金1006万元。

数据显示，洛阳彩民收获的这注双色

球大奖，是今年河南彩民收获的第2注双

色球头奖，也是洛阳彩民收获的第1注双

色球头奖，再现大奖福地。

并没有让众人等太久，1月11日，洛阳

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来到河南省福彩中

心领奖，现场验证彩票后，他分享了自己的

购彩经历。据介绍，刘先生购买双色球有

三四年了，平日里有时间就会买几注，基本

上每期不落。“当成了一种生活乐趣吧，也

是给自己买个希望，万一好运来了呢？”刘

先生说，对于投注方式他完全看心情，单

式、复式、机选全跟着內心走。

就这样，几年购彩过程中，他收获了不

少购彩乐趣，有时也收获小奖。直到这次

大奖的到来，让他激动不已，直言太意外、

太开心！对于奖金，刘先生表示，近期他的

生意收入不太好，面临困难，“正在发愁的

时候，大奖来了，真的是及时雨！感谢福

彩，以后我还会继续购买双色球。”

（豫福图/文）

复式投注双色球
洛阳彩民领走1006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