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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玩法助力
平顶山彩民再中快乐8大奖

生猪产能加速恢复
预计近期猪肉价格将延续回落态势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岩
杨卫杰）“我村新种了玉兰、海棠等3000

多棵绿化树，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

冬有绿，四季各有特色，群众也满意

了。”5月13日，郸城县汲水乡小刘庄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刘祖学说。

近年来，汲水乡聚全乡之力，切实

抓好国土绿化工作。按照“一村一品，

一路一景”的工作思路，筛选出14个行

政村整村推进。为确保树木成活率，高

标准开挖沟渠186公里，培护路肩93公

里，主干道路基宽度不低于9米，路肩不

低于2.5米。统一采购苗木，以奖代补，

与农户签订种植协议书，新植树木8万

多株。

“我们成立了国土绿化工作指挥部，

抽调27名素质高、责任心强的乡干部到

村。成立了5个战区指挥部，由各片片长

任指挥长。全乡形成了上下联动、多方

互动、齐抓共管的格局。”汲水乡乡长刘

芳修介绍说，押岭、孟庄、小刘庄等行政

村都建了小游园，群众的“绿色幸福感”

明显提升。孟庄村村民孟庆良说：“村里

栽了绿化树，建了小游园，群众有了好去

处，在路上散步也舒心多了，儿子让我进

城我都不愿意去，村里空气多新鲜！”

为群众排忧解难 开创信访新局面
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

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

作，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梁苑办事

处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注重源头

预防，夯实基层基础，加强法治建设，

健全化解机制，不断开创信访工作新

局面。 （王彩虹）

北林路办事处开展助残宣传活动
在第31个全国助残日前夕，郑州

市北林路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助残服

务宣传活动，并在活动现场为残疾人

开展义诊服务，进一步加大了残疾人

救助政策的宣传力度，营造了社会助

残扶残浓厚氛围。

（赵歌平）

□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

格总体稳中有降。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41.04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2.93%；牛肉零售均价为77.21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16%；羊肉零售均价

为78.6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13%。

随着生猪产能加速恢复，猪肉市场

供需关系明显改善，加之夏季居民饮食

结构发生变化，肉类需求不旺，预计近

期猪肉价格将延续回落态势。

鸡蛋价格趋稳，上周全省鸡蛋零售

均价为8.91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白

条鸡零售均价为17.91元/公斤，较前一

周上涨0.11%。进入夏季，鸡蛋储存期

缩短，各环节按需采购，中下旬食品企

业端午备货或将提振消费。预计近期

鸡蛋价格将在现有价位窄幅波动。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4.92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81%；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13

元/升，较前一周上涨0.06%。目前全省

粮油市场供应充足，需求稳定，预计后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降幅明显，上周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5.17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4.79%。茄子、黄瓜、苦瓜、西葫芦降

幅较大。当前我省蔬菜处于盛产期，市

场供应整体宽松，且本地菜运输和人工

成本相对较低，价格回落明显，预计近

期蔬菜价格将继续下行。

水果价格略有下降，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13.8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43%。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各产区

水果相继成熟，西瓜、樱桃等本地水果

上市量增加，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商家

多降价促销，预计近期水果价格仍有下

降的空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尚明
达）5月13日，记者从安阳市政府举办

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滑县强化改革创新，打造便捷高

效的政务环境，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

零成本”。

近年来，滑县持续推动“放管服”改

革再深入、政务服务再优化、营商环境

再提升，着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

体制最顺、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一流

营商环境，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

度进一步提升。

目前，滑县实现了企业开办全程电

子化，提供营业执照免费邮寄送达服

务，申请人足不出户就能及时领到证

照，将“一网办，零见面，一次也不跑”落

到了实处。同时，企业开办时限压缩至

1日办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新开办

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实现企业开办“零

成本”，市场活力得到不断激发。目前，

滑县政务服务事项2295项，网上可办实

现率达99.33%，“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

97.77%，“不见面审批”事项达94.24%，

“一窗受理”事项实现率达83%。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祥 韩涛 记者尹
小剑）日前，信阳市平桥区会展中心多媒体

会议室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来自井冈山

干部学院的欧阳慧等7位老师为党员干部

讲授“学习党的历史弘扬伟大精神”系列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桥区积极拓

宽渠道，方式灵活，采取党委中心组集中学、

读书班集体学、专题研讨交流学、教育培训

课堂学、实地调研一线学等方式，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结合起来，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

“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通过党史学

习教育，高举理想之旗、走好信念之路，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始终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以更加光辉的业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平桥区委书记李灵敏说。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章华阳记者

尹小剑）“新小麦的这个产量感觉还不错，

颗粒也挺饱满，我打算购买一些回去，在

我们那儿先种上一些。”近日，在淮滨县召

开的河南省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优

质弱筋小麦郑麦113、郑麦103订单生产

现场观摩会上，周口种子经销商说。

据了解，优质弱筋小麦郑麦113、

郑麦103是河南省农科院利用新技术

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已经在“院县共

建”行动中，在淮滨落地开花，展现了它

独有的魅力。

淮滨县提出“弱麦强县”的发展战

略，将弱筋小麦作为农业的主要支柱产

业，与河南省农科院签订了“院县共建”

协议。目前，淮滨县依托优质弱筋小麦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从育种、栽培及后

期产品加工等方面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技

术服务。

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刘玉

发说；“我县弱筋小麦种植达75万亩，产

量30万吨，已建成省级弱筋小麦现代农

业产业园。在此基础上，我县开展统一

供种、统防统治工作，已形成从种植到食

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成为我县乡村振

兴的新样板。”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柴梦迪
王家鑫）5月15日，记者从漯河市西城区了

解到，该区从加强组织领导、创新方式方法、

服务基层一线着手，通过抓住“关键少数”、

打造“线上课堂”、走出“上级机关”三个层

面，以满腔热情保持党史学习教育热度。

据悉，西城区紧紧抓住领导班子这个

“关键部位”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

立“晨读10分钟”“会前15分钟”等学习制

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做到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并通过“以上带下、以少带多、

以点带面”的“三带”领学促学机制，推动全区

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在此基础上，西城区结合红色影视资源

开设“周末红色影院”，充分利用“学习强国”

等平台，依托微信群等渠道，开展“互享微党

课”等活动，打造“视听说”三位一体的“线上

课堂”，让更多党员从中汲取精神养料、凝聚

前行动力。结合线上学到的党史知识，该区

组织党员干部到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红创空

间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做到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与此同时，西城区把党史学习教育与

“零距离”党建工程相结合，让机关事业单位

党员干部走出机关、融入社区、奔向农村，下

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参与乡村振兴、疫情防

控、文明城市创建等活动。目前，全区对55

家企业实行科级干部“一对一店小二”式包

联服务，机关下沉300余名党员干部开展志

愿服务，切实做到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

难题，有效带动全区2000余名党员争当干

事先锋，真正把学党史的丰硕成果转化成为

民服务的源动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
安 马松昭）“这种专题文艺汇演的形

式真好，不但讴歌了我们党100年来

艰辛而光辉的奋斗历程，也生动再现

了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赢脱贫攻

坚战、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鲁山高质

量发展的奋斗实践，气势恢宏、磅礴，

看后感觉非常震撼，印象也更加深

刻。”5月10日晚，鲁山县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文艺汇演结束后，在现场观看

演出的该县四棵树乡张沟村党支部书

记许建军说。

当晚，以“学党史、颂党恩、跟党

走”为主题，鲁山县举办了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文艺汇演，现场近千名观众接

受了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也通过网络

直播的方式使众多人在激情澎湃的歌

声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熏陶和教育。

当晚的演出在歌舞《党旗更鲜艳》

中开场，舞动的党旗把现场观众的爱

党爱国思绪激发出来，气氛热烈、掌

声阵阵。随后，独唱《南湖红船》《唱支

山歌给党听》《春天的故事》等红色歌

曲旋律优美，引导观众深情回顾党的

奋斗历史和光辉历程；古筝合奏及诗

朗诵《我和我的祖国》融弹奏、舞蹈、朗

诵等形式为一体，抒发了广大干部群

众对祖国深厚的爱；《红灯记》《智取威

虎山》等戏曲片段联唱，让观众体验到

红色经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易地扶贫

搬迁经验在全国推广，产业扶贫做法

在全省交流……”由鲁山县委宣传部

干部自编自导的诗朗诵《鲁山向新时

代报告》，生动再现了鲁山县委、县政

府领导全县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疫

情防控阻击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奋

斗实践，展示了全县党史学习教育取

得的成效和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本报讯（通讯员武月 马学贤 记

者李燕）“听众朋友，为回顾党的奋斗

历程，讴歌党的光辉业绩，柘城交通

音乐广播特开辟专栏《党史之路》，介

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时刻，重

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今天

要讲的党史故事是《改造社会惩治腐

败》……”5月13日，柘城县邵园乡李

伯侯村的“村村响”大喇叭准时响起，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听到党史知识。

有35年党龄的邵园乡李伯侯村

老党员陈玉蓝告诉记者，每天早上、中

午、晚上，村里的“大喇叭”便会准时开

始广播，讲述党的光辉历程和艰苦岁

月。她说越了解党史，越了解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越坚定跟党走的信

心。“通过村里的广播，群众在干农活

时也可以了解党的历史，有时候还会

插播一些革命时期的歌曲，听着倍感

亲切，备受鼓舞。作为一名老党员，我

一定要发挥余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量。”陈玉蓝感慨道。

柘城县利用“村村响”大喇叭播放

党史，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引

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该县农村广播（村

村响）覆盖20个乡（镇）、480个行政村、

1646个自然村，实现了县、乡（镇）、村

三级广播“一张网”，达到了农村广播

“村村响”自然村全覆盖。“村村响”大喇

叭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定时开播，

分别播放《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联播》

《商丘新闻联播》《柘城新闻》等时政类

新闻节目，同时还开设有农业科技、戏

曲欣赏、生活常识等生活服务类节目。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柘城交通音

乐广播开办《党史之路》栏目，通过介绍

中国共产党党史，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吕岗村党支部书记张宇杰说：“现

在村民地里干活、广场上锻炼都可以

通过广播学习党史和农业知识。不仅

提高了我们村党员干部整体的思想素

质和政治觉悟，也提高了村民种植、养

殖的能力和水平。”

5月15日，宜阳县张坞镇元过小学少先队辅导员贾静元在给学生讲红色读物里的故事。该小学购买红色读物1000多册，利

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阅读。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宋海洋 摄

5月 14日，林州市桂

园街道办事处小菜园村村

民准备打扫街道。村党支

部书记元进红说，村里投资

4万元改善居住环境，党员

带领群众每日打扫卫生，村

容村貌有了大提升。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

讯员高晓锋王国鹏摄

郸城县汲水乡栽了绿化树建了小游园

群众“绿色幸福感”飙升

滑县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

开办企业“一日办零成本”

淮滨县牵手省农科院

共建弱筋小麦强县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汇演鲁山县

“村村响”传播党史知识柘城县

福彩快乐8，惊喜不间

断。近期，平顶山彩民不断

收获快乐 8 奖金，5 月 12

日，宝丰县41540486投注

站中出30万元大奖；接着

41040089投注站中出4注

17260元大奖。5月14日，

宝丰县 41540405 福彩投

注站再次传出喜讯，彩民凭

借“网红”玩法喜获奖金

10903元。

“中奖的是站点老彩

民，一直参与合买，慢慢就

感受到了快乐8的魅力，这

次选五胆拖投注中了奖，虽

然没有‘全拖’，但也印证了

网红玩法胆拖投注容易中

奖。”幸运投注站销售员说，

近期市福彩中心总结优秀

站点经验，通过培训在全市

推广，无论是合买投注，还

是个人投注，不断有中奖喜

讯传出，不少彩民纷纷参与

其中。“玩法好不好，中奖最

有说服力！”

据介绍，快乐8网红玩

法“选五四胆全拖”就是选

4个号码做胆，剩余号码做

拖，在这种情况下，80个号

码总共有76种组合，其中

包含中2胆、3胆、4胆三种

中奖情况，相对应的，中奖

注数和金额也会发生变

化。

中2个胆的情况：中2

个胆、一个拖的中奖注数就

有18注，这种5中3的情况

下，每注中奖金额3元，18

注共赢得奖金54元。中3

个胆的情况：中奖金额是

17注5中4单注奖金21元，

59注5中3单注奖金3元，

合计534元。中4个胆的

情况：中奖金额是16注5中

5单注奖金1000元，60注5

中 4单注奖金21元，合计

17260元。

据统计，该玩法的高中

奖率，中3胆即有收益，至

于中四胆就厉害了，惊喜意

想不到哟！赶快行动收获

属于自己的好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