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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投注
河南彩民再中1注双色球一等奖

5月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21050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02、09、10、16、25、28，蓝球号码为08。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22注，单注奖金为559万多元。这22注一等奖花落12地：北京

1注，山西2注，内蒙古2注，辽宁3注，浙江4注，福建1注，山东2注，重庆1注，河南1注，

湖南1注，广东1注，宁夏3注。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注大奖出自郑州市41011438福彩投注站，为一张复式票，

投注金额112元，命中双色球一等奖，中奖总金额5705861元，这也是河南彩民今年收获

的第22注双色球一等奖。

截至当期开奖结束，双色球2021年共开出603注一等奖，其中单注奖金1000万元共

计32注，千万大奖占头奖比例5.3%。二等奖开出248注，单注金额6万多元。当期末等

奖开出1453万多注。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2：4，三区比为3：1：2；奇偶比为2：4。其中，

红球开出一枚重号25；一枚斜连号10；一组二连号09、10；蓝球则开出08。

当期全国销量为4.03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3.36亿多元。下期，彩民依

然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豫福）

师家河小学举行“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系列活动

日前，郑州市师家河小学开展了党

史知识竞赛活动。同学们重温了党的

历史，加强了对党的认识，真正做到让

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学深学透，形

成了“以赛促学、以学促做”的良好学习

氛围，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同学们的历史

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 （司晓凤）

家校携手，静待花开——师家河小
学召开期中考试家长会

日前，郑州市师家河小学的老师与

家长齐聚课堂，召开了主题为“家校携

手，静待花开”的家长会。这次家长会，

旨在加强老师与家长、家长与学校的沟

通，以便家长更好地了解学校的发展，

实施家校合一，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

（司晓凤）

薛岗小学开展教职工趣味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年。为促进教职工间的交

流，增强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日前，郑

州市薛岗小学开展教职工趣味活动，提

高了教职工的身体素质，体现了教职工

团结、奋进、健康的精神风貌。（李勤）

鹤山区开展“话脱贫、感党恩、奋进
新时代”主题活动

为进一步总结脱贫攻坚伟大成就，

强化感恩教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5月6日，鹤壁市鹤山区在“五一”国

际劳动节后的第一个周四“帮扶日”开

展“话脱贫、感党恩、奋进新时代”主题

活动，进一步总结脱贫攻坚伟大成就，

在基层广泛开展感恩奋进教育。各帮

扶单位一把手、帮扶责任人、驻村干部、

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走基层、入户访，

讲政策，开座谈，选典型，与村“两委”、

脱贫群众共同谋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举措，认真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活动

期间，全区17个部门共420名帮扶干部

参加了主题活动。 （秦利征）

江山路中心学校开展集体备课展
示活动

为了提高集体备课的实效性，全面

提升教师对教材的解读能力，郑州市江

山路中心学校经过精心安排，周密组

织，于5月6日下午在薛岗小学三楼录

播教室开展集体备课展示活动。惠济

区语文教研员赵杰老师、江山路中心学

校周春红校长以及其他学校校长、主任

观摩了本次活动。 （李勤）

惠济区杜庄小学党支部举行庆祝
建党百年活动

为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近日，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

党支部举行“同享黄河情、共筑黄河梦”

庆祝建党百年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和

教师的光荣感、使命感，坚定爱国信念，

推动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孙璐）

古荥幼儿园开展益智区评比活动
为提升教师环境创设能力及游戏

指导水平，促进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5

月8日，郑州市惠济区古荥幼儿园开展

了班级益智区评比活动，老师们在益智

区创设中有了智的飞跃。

（刘海燕）

北林路办事处举办防范电诈安全
活动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办事处

举办“防范电诈人人参与平安北林全民

受益”活动。现场设置防诈骗、规范信

访、司法宣传、防灾减灾等宣传展板及

咨询台，并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接

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 （刘园丽）

本报讯（通讯员齐广修武月记者

李燕）“请问：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什么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请作答。”5月 8日，柘城县庆祝建党

100周年党史知识电视竞赛在该县文

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随着主持人话

音刚落，各支代表队参赛队员争先恐后

地按下抢答器，拼速度，比知识，分数你

追我赶，赛场气氛紧张激烈又精彩纷

呈。

经过前期的海选预赛，最终8支代

表队进入决赛。决赛分为个人必答题、

小组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加赛题五

个环节，涵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柘城党史等内容。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最

终，柘城县教育体育局代表队摘得桂冠。

本报讯（通讯员任学军蒋士勋记

者冯刘克）为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营

造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4月27

日，荥阳市举办了“学史砺初心、奋进新

征程”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知识竞赛，

进一步增强党员学习党史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在全市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竞赛中，8支代表队的选手们个个

积极踊跃，拼反应，拼积累，互不相让，比

赛气氛十分活跃，竞争异常激烈，展现了

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风采。此次竞赛一

改过去单调的答题形式，创新采用情景

讲述、红歌演唱、观看视频等多种方式出

题。同时，邀请评委对重点题目进行深

入解读，组织选手分享学习收获，从而进

一步检验和加深选手们的学习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李强 胡定霞 记

者尹小剑）近日，潢川县妇联以“巾帼

心向党奋斗新征程”为主题，启动“大

别山女儿大讲堂”活动，邀请信阳市委

党校中华文化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赵

明以《大别山革命女性风采》为题作专

题报告——感悟革命女性风采坚定理

想信念。

报告会上，赵明以丰富的照片、生

动的故事和翔实的史料系统展示了战

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曾在大别山战斗和

从大别山走出的巾帼豪杰、为革命无私

奉献的大别山母亲以及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光荣献身的大别山女英烈群像。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张晓
霞孙盐敏）近日，内黄县井店镇结合本

地人才资源和红色资源优势，充分发挥

老党员、老支书、老干部“三老”优势，搭

建线下宣讲、线上录播两个平台，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开展。

老党员讲党史，旧史新提。井店镇

被誉为“红色沙区、革命摇篮”，自1927

年内黄县第一个党组织在这里扎根，

94年来培养了众多党员和革命群众。

该镇在全镇1900余名党员中遴选了

30名党龄超50年的老党员，组建了一

支老党员宣讲队，集中宣讲党史、红色

沙区革命史和斗争史。

老支书说故事，旧事新讲。该镇创

新实施“老支书话家常”“网聊话党史”

“平台话政策”“三话”模式，组织党员、群

众线上线下学习党史、交流心得。

老干部话变化，旧貌新解。该镇积

极动员21名乡、村老干部成立两支老干

部宣讲团，聚焦关键，突出重点，现身宣

讲，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 符浩 记者尹
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红船精神是开

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坚定理

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日前，淮滨县实

验小学开展了“红领巾心向党”讲党史故

事比赛活动，学生李舒欣和徐诺一声情

并茂地讲述了“红船的故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中，记载着许多

不同凡响的人物。比赛中，各位参赛

选手激情澎湃，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这

些人物的感人故事，感染着在场的每

一个听众。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

逐，共评选出一等奖8名，二等奖若干

名。

本报讯（通讯员潘信海 黄晓婉 向
宣垣 记者尹小剑）4月23日上午，光山

县2021年度“4·23世界读书日”活动启

动仪式在该县图书馆如期举行。活动以

“百城同读百年党史、万民悦享万卷书

香”为主题，让思想教育之花在这片土地

上落地生根。

当百年盛典遇上世界读书日，该县

50余名幼儿园小朋友穿上了小军装，讲

着耳熟能详的“王二小”，唱起了熟悉的

歌谣——“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

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

万代。”

下午，光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文学艺术馆举办了“庆建党百年，诵红色

经典”诵读活动。来自该县不同岗位的

十几名劳动者，用最美丽的篇章来怀念

革命先烈，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歌颂伟大

的党和人民。

当天，光山县从县城的城市书房到

360多个村街的乡村书屋，从机关单位

到社区、学校，颂党史、唱红歌，处处弥漫

着浓郁的书香。

光山县曾入选2020中国最具书香

百佳县市，建党百年之际，该县扎实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将城市

书房和乡村书屋打造成氛围浓厚、红色

书香浓郁的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5月10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幼儿园孩子来到周总理视察纪念馆，开展“学党史，感

党恩，传承红色基因”活动。 李卫超摄

柘城县 举办党史知识电视竞赛

荥阳市 以赛促学学党史

潢川县“大别山女儿大讲堂”开讲

井店镇“三老”宣讲红色沙区党史

浉河区发改委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汤宏涛彭延斌记

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4月21日

下午，信阳市浉河区发改委举办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讲座。河南省党史专家人

才库成员、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

员、浉河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廖家宽应邀

出席授课。

廖家宽以“革命老区红色浉河”为

主题，从浉河渊源、红色浉河、浉河区英

雄群普、推进浉河区“革命老区”品牌战

略几点思考等方面娓娓道来，表达方式

通俗易懂、入心入耳。

淮滨县 红领巾心向党

光山县 学史氛围浓厚 红色书香浓郁

登封市 老公安进警营讲党史

本报讯近日，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向纵深发展，让广大党员民警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登

封市公安局开展了“党史——老公安讲

新公安听 薪火相传”党史宣讲活动，部

分老公安再次走进警营讲述党史、公安

史，引导广大党员民警从党史中汲取开

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激励大家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为使党史宣讲普及全体党员民警，4

月23日，登封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党

史——老公安讲 新公安听 薪火相传”

宣讲小分队，深入政治轮训班进行宣

讲。登封市公安局原局长范全生，登封

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春玉，登封市公安

局退休老干部宋国义三位老同志作为宣

讲成员，从不同的角度，结合自身对党史

的认识和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等方面分别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

程和我们党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发

展过程以及登封公安的发展历程，向大

家分享了自己的亲学亲历亲闻、所思所

想所感。

据了解，目前登封市公安局党史宣

讲小分队走进基层所队共开展党史宣讲

7场，1000余人聆听。（武志荣）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4月份全省粮、

油、肉、蛋、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以降为主。

鸡蛋价格止跌回升。4月份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8.45元/公斤，较前一月上

涨4.32%，较上年同期上涨21.06%；白条

鸡零售均价为17.97元/公斤，较前一月下

降0.5%，较上年同期下降4.82%。鸡蛋价

格同比涨幅较大，主要是去年受疫情影

响，市场流通较为缓慢，鸡蛋库存大，价格

较为低迷。“五一”过后，鸡蛋消费将迎来

传统小旺季，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维持震

荡向上趋势。

猪肉价格持续下行。4月份全省猪

肉零售均价为44.97元/公斤，较前一月下

降6.84%；牛肉零售均价为78.71元/公

斤，较前一月上涨2.37%；羊肉零售均价

为78.5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2.53%。

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将延续当前趋势。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4月份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为4.97元/公斤，较前一月上

涨0.61%，较上年同期下降2.17%；桶装

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09元/升，较前一

月上涨2.03%，较上年同期上涨7.91%。

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降幅明显。4月份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5.7元/公斤，较前一月下降

8.51%。冬瓜、圆白菜、黄瓜、辣椒、南瓜下

降；西红柿、油菜、白萝卜、菠菜、莲藕上

涨。随着本地应季蔬菜集中上市，品质好

种类多，预计蔬菜价格将继续下行。

水产品价格小幅波动。4月份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39.62元/公斤，较前

一月下降 1.07%，较上年同期上涨

2.19%。4月份蟹类处于新一轮的生长

期，市场货源减少、品类参差不齐，价格

降幅较大，带动整体水产品价格下跌。

随着淡水鱼存塘量消耗及休渔期的影

响，水产品供应减少，后期水产品价格易

涨难跌。

水果价格小幅回落。4月份南方水

果陆续进入市场，供应增加，价格以降

为主。进入5月份后，樱桃、李子、西瓜

等本地水果上市量逐渐增多，预计后期

水果价格仍将以降为主。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

车。

在安阳警营，也有这样一位当代的

“活雷锋”。每次出勤回来，他做的好事

就有一箩筐。他，就是安阳市公安局治

安巡防大队民警王陆山。

从警16年，王陆山先后获得优秀共

产党员、安阳市公安局“平安之星”“十

佳特巡警”和安阳市北关区先进工作

者、安阳市爱岗敬业道德模范、安阳市

优秀公务员、安阳市北关区劳动模范等

荣誉，荣立三等功两次。

今年5月6日，王陆山巡逻至彰德

路与自由路交叉口时，看到一位行动不

便的老人，被困在快车道中间，手扶隔

离护栏，不敢前行。他迅速赶了过去，

把老人搀扶到人行道上。看着步履蹒

跚的老人，王陆山仍是放心不下，就亲

自将老人交至其子女的手中，才放心地

返回。

还有一次巡逻途中，王陆山看到

路上有一个秤盘和一块疑似三轮车厢

的蒙布，有知情群众猜测，应该是刚刚

离去的一位卖菜的师傅遗失。群众利

益无小事，王陆山和同事立即驾车顺

着群众指的方向追去，看到赶上来的

民警，卖菜师傅才知道自己丢失了东

西。

同事都开玩笑地说，王陆山的身上

有一个大磁场，他往街上一走，好事总

会找上他。凡接受过王陆山帮助的人

都说，王陆山的笑容很亲切，让人信任，

只消一个眼神，就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吕志国）

安阳民警王陆山 警营“活雷锋”

“五一”过后

鸡蛋消费将迎来传统小旺季

5月7日，在汤阴县韩庄镇大光村，农用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据了解，韩庄镇有2

万余亩小麦，政府统一招标，免费开展“一喷三防”飞防作业，为群众节省开支80余万

元。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张百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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