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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史军伟
秦亚涛）“今天，白石坡村供销合作有限责

任公司的成立是我们村经济发展的一个

新起点，公司将充分利用本村陶瓷产业基

础，为集体经济‘造血’赋能，翻开白石坡

村经济发展新篇章。”6月27日，宝丰县大

营镇白石坡村供销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揭

牌仪式后，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冯

永坡激情满满地说。

白石坡村邻近汝官窑遗址，形成于宋

代，是宛洛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拥有丰厚

的历史文化遗存，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该村发挥陶

瓷制造的传统优势，发展起10余家汝瓷

生产企业，有100多人专业从事汝瓷销

售，年产销额近两千万元。

该村村民冯国辉从事汝瓷烧制比

较早，有自己的汝瓷烧制作坊，也是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村里的汝瓷作坊几乎

都是他带动起来的。他告诉记者：“现

在村里的汝瓷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规

模，年产销汝瓷10万多件（套），但一直

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村供销合作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我们将依托汝瓷

产业探索发展新模式，在一些层面上进

行整合，形成联合体，做强产业、壮大集

体经济。”

冯永坡说，白石坡村和清凉寺村邻

近，将共同融资1亿~2亿元打造乡村振

兴旅游示范带，建设汝瓷大展厅、生产

制作体验吧，开设汝瓷文化大讲堂。利

用村里陶瓷制造矿藏原材料丰富的优

势，建一个胎泥厂，可以为各类陶瓷制

作户提供胎泥原料。高等次的胎泥制

作汝瓷，低等次的胎泥用来制作生产生

活用具，学习村里老艺人手艺，恢复生

产水缸花盆瓷碗等传统产品。建设旅

游产业配套的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农家

乐”等。

据介绍，该村供销公司的成立，将通

过农村“三资”清理，盘活农村生产要素，

将村集体资产、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所有

权经确权量化后，参股到村供销合作公

司。由村供销合作公司依法代表村集体

行使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实

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三变改革”目的。

□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6月份全省

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充足，价格总体稳中有降。

猪肉价格低位运行。6月份全省猪

肉零售均价为35.74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11.97%；牛肉零售均价为77.49元/

公斤，较前一月上涨0.58%；羊肉零售均

价为 78.02 元/公斤，较前一月下降

0.5%。受全国范围生猪生产恢复和养

殖户集中抛售等因素影响，6月份猪价

肉价持续探底。为稳定生猪生产，抑制

猪价过度下跌，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启

动了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预计后期

猪肉价格有弱势反弹的可能。

鸡蛋价格小幅回落。6月份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8.82元/公斤，较前一月下

降0.56%，较上年同期上涨44.12%；白条

鸡零售均价为17.57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1.51%，较上年同期上涨3.54%。从

供应端看，随着气温升高，蛋鸡生产逐渐

进入歇伏期，产量较前期有所减少。从

需求端看，7月份大中院校陆续放假，集

中消费减少，加之鸡蛋储存期缩短，各环

节维持低库存，市场走货较慢，预计后期

鸡蛋价格仍将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蔬菜价格小幅下跌。6月份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4.84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6.38%，较上年同期上涨1.04%。6

月份蔬菜价格小幅下跌，主要原因是温

度适宜蔬菜生长，外地菜和本地菜同期

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进入盛夏，

北方高温酷暑天气持续，蔬菜生长进入

伏缺期，市场供应相对减少，预计后期

蔬菜价格将呈震荡回升态势。

水产品价格高位波动。6月份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42.03元/公斤，较前

一月上涨 4.66%，较上年同期上涨

15.47%。受休渔期影响，海水鱼供应受

限，加之淡水鱼成鱼不断消耗，养殖户惜

售心理较强，6月份水产品整体价格呈高

位波动态势。夏季高温降雨天气较多，

不利于水产养殖、运输及销售。预计后

期水产品价格仍将呈高位震荡态势。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七一”慰
问老党员

7月1日，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

慰问老党员活动，并送上专项慰问金，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福，将

党和单位的关怀与温暖送到老党员的

心坎上。希望他们保重好身体，积极发

挥余热，多为农发行发展建言献策。此

次走访活动，拉近了该行党组织与退休

老党员之间的距离，增强了该行党支部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侯吉华）

农发行原阳县支行集中收看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7月1日上午8点，农发行原阳县支

行组织全体人员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会后，该行又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了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大家表示要不负重托，勇担农发行

的使命，为农发行业务高质量发展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毛志霞）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喜获新乡市农
发行党史知识竞赛第一名

近日，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积极参加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经过初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后斩获

党史知识竞赛第一名。此次竞赛起到

了以赛促学的良好效果，通过党史知识

的学习，该行员工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坚定

了跟党走的信念。

（曹景景）

本报讯“我们的核桃蛋白粉开发项

目初步合作意向已经达成了，专家就是

专家，不但给我们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

提出了很多好建议，还给我们带来了好

项目，让我们的生产链更加完善了，多亏

你们搭建了沟通桥梁呀。”7月6日，卢氏

县香盛轩核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卢

峰给三门峡市科技局孙海黎打电话报

喜。

近日，三门峡市科技局、三门峡市

高新区科技局联合卢氏县工业信息化

和科技局、三门峡科技大市场、西安交通

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三门峡中心，针

对卢氏县特色农业产业技术需求现状，

组织邀请对口农业科技专家，深入当地

企业实地调研、现场“把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翟梅枝教授、徐

怀德教授在参观当地特色核桃产业公司

三门峡华阳食品有限公司和卢氏县香盛

轩核桃专业合作社后，针对公司育苗选

种和核桃深加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

企业负责人员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双方

的沟通，专家与两家公司就“西林三号”核

桃品种育苗、核桃蛋白粉开发项目确定

了初步合作意向。

“这样的活动我们经常举办，仅今

年，我局就组织线上线下活动17次，

确立合作意向6项。通过走进企业提

供贴心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促进地方产业发展，以精准服务让特

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孙

海黎说道。 （卫亚磊刘燕）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同学们，如果发现有人不慎溺水，不要慌

张，保持冷静，切不可私自下水施救；如果

条件允许，应当适当利用塑料瓶、树枝等简

易救生工具施救。”近日，沈丘县妇联组织

的“四组一队”深入辖区部分中学开展“预

防溺水，珍爱生命”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活

动。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进

一步增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知识教

育，切实有效预防溺水事件的发生，该县

妇联发挥职能作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为儿童办好事、办实事，多措并举扎实开

展夏季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在具体操作中，该县妇联通过全县

22个乡镇（办）妇联组织张贴《儿童防溺

水知识宣传》海报，发放《儿童防溺水必备

手册》等宣传资料；组织“四组一队”人员

入户开展防溺水宣传，切实强化青少年儿

童防溺水意识以及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

安全自救能力，着力营造防溺水的浓厚宣

传氛围。

目前，该县各级妇联组织共发放防溺

水宣传资料12万余份，组织开展线上、线

下防溺水宣传活动40余次，受益家长、儿

童20多万人。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
华）“通过明确‘隐患清单’，绘制‘责任

清单’，监督‘整改清单’，以‘三张清

单’落细落准消防安全责任，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日，汝南县

常兴镇一名负责人介绍说。

明确“隐患清单”。该镇聚焦不安

全因素，梳理出消防安全责任不明确、

单位消防管理制度不落实、疏散通道

不畅通等10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

台账，逐步销号。绘制“责任清单”。

把消防安全问题整改责任落实到镇村

干部肩上，层层传递压力，明确整改单

位、责任人和整改完成时限，确保消防

安全问题整改落地生根。监督“整改

清单”。由镇纪委牵头，成立专项督查

组，对“三张清单”进行全程督战，对认

领问题不全、问题整改不力、整改不到

位，存在书面整改、虚假整改的单位和

个人，严格落实相关责任追究。

目前，该镇拉网式排查农户

12000余户，检查各类经营单位66家，

建立消防安全问题清单10大类36个

小项，现场整改问题33项。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肖威
鹏）为有效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全力

确保“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稳定，近段

时期，邓州市穰东镇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突出排查与整改相结合，助力消防

安全大排查工作走深走实。

“党建+网格管理”促全面排查。该

镇辖区服装市场内的商户达1200余

家，镇党委将集镇主要市场和沿街门店

划分为11个网格，每个网格安排一名副

科级领导带队，共同开展网格化、地毯

式大排查。“党建+全域理念”促协同联

动。该镇将镇、村、组三级干部及公安、

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人员全部编入11

个网格，每个网格设一个指挥部，结合

职能部门配合情况排出好、中、差，一周

一评比。“党建+党员模范”促主动服

务。积极引导镇区无职党员下沉网格，

参与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引导镇服装产

业商会党员带头整改消防隐患。

截至目前，该镇无职党员主动参与

消防安全大排查1000余人次，对标“消

防安全常识20条”主动整改的商户达

100多家。

本报讯（通讯员刘忠士李鸿飞记

者李燕）连日来，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

道办事处把安全生产工作列为重要日

程，全力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

全面增强辖区居民安全意识，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的

提高，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以问题整改为导向，狠抓隐患排

查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该办事

处深入辖区开展督导检查，4个安全生

产工作专项督导执法组层层签订责任

书，细化分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协调

解决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安全生产

突出问题，采取“闭环管理”措施，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问题排查整改落实。

以宣传教育为重点，提升居民主

动安全防范素质。通过宣传横幅、沿

街电子屏等多种宣传载体，广泛宣传

安全生产知识及发布公益广告；发放

宣传资料，面对面向辖区居民宣传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常识，全面提

高居民的自我安全防护意识。

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全面推进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健全以办事处为

核心、社区为主线、网格为基础、楼院

为主体的“四级应急”管理网络，加强

对每个网格人员履责情况的监督检

查，建立完善各类安全生产台账资料，

落实网格化安全监管责任。

截至目前，该办事处已排查各类场

所2241家，下达问题督促整改通知单

1972份，已完成整改819家，排除重点

隐患16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谢芳
姚嘉慧）6月27日，洛阳市洛龙区率先

成立项目攻坚突击队，首批32名突击队

员将聚焦该区32个总投资456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97.75亿元的重点攻坚项目

进行专职服务，通过有效破解项目建设

和产业发展瓶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持续提供动力。

按照洛阳市委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工作导向和“注重在项目建设中锻

炼干部、识别干部、使用干部”要求，洛

龙区坚持发展盯着项目“抓”、干部围着

项目“干”。针对该区“432”产业布局中

的32个重点攻坚项目，每名突击队员将

采取“一对一”服务方式，脱离原工作岗

位，深入项目一线开展为期半年的攻坚

工作。在具体执行中，该突击队将坚持

“无事不扰、有事必应、说到做到、服务

周到”原则，围绕项目“围墙外”事项开

展服务，协调解决存在的难题，解除项

目后顾之忧。每名突击队员都有协调

调度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镇（办）工作

人员现场解决企业问题的职责。

“我们将通过实施以突击队为载体

的项目攻坚行动，为项目建设和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真正做到以结果

论英雄、以实干求实效，带动全区项目

加快推进，形成谋项目、抓开工、破难

题、推进度的强大合力。”洛龙区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两癌’免费筛查开始了，

请大家多多宣传，让符合条件的妇女都

能及时参加‘两癌’免费检查，降低‘两

癌’发病率，减轻家庭经济负担……”7

月 7日上午，尉氏县大营镇郝家村妇女

主任刘红霞在自己建的“巾帼服务微信

群”里推送的“两癌”免费筛查倡议受到

群众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大营镇妇联充分发挥镇村妇

联组织和广大妇联干部的优势，结合本地

实际，创新工作举措，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切入点，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

采用“一村一群”“一户一人”的工作模式，

组织各村妇女干部组建了“巾帼服务微信

群”，通过微信群和自己所在村、组的女性

进行沟通，宣传政策，倾听心声，为妇女群

众送政策、送技能、送关爱，将好事实事办

到妇女群众心坎上。一年来，大营镇各村

的“巾帼服务微信群”已发布各类信息200

余条，化解群众困难诉求50余起，采纳群众

合理化意见、建议10余件。 （张玉玲）

为集体经济“造血”赋能
宝丰县白石坡村成立村供销公司盘活农村生产要素

尉氏县大营镇

“巾帼服务微信群”
搭起干群“连心桥”

沈丘县妇联

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汝南县常兴镇“三张清单”织密消防安全责任网

邓州市穰东镇“党建+”助力消防安全大排查

洛阳市洛龙区

项目攻坚突击队为项目护航

三门峡市

邀请农技专家为企业“把脉”

蔬菜价格小幅下跌
水产品价格高位波动

7月3日晚，汤

阴农商银行举办专

场消夏文艺晚会。

汤阴农商银行的工

作人员早早来到晚

会现场，为观众们

普及金融知识、宣

传银行各项存贷款

及 网 络 金 融 业

务。 本报记者 秦
名芳 通讯员 肖敬
泽摄

7月4日，宁陵县刘楼乡组织村委干部、第一书记和全体乡干部参加消防知识培训会，观看了灭火器材、消防栓等现场演示。

吕忠箱摄

睢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王
自力）“晨学党课，学党史,开课了！”6月

24日早上7时，民权县花园乡党员活动室

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一堂别开生面的党

史学习教育“晨学党课”如期进行。

当天，花园乡党委书记张玉栋为该

乡机关党员干部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上

党课。“每周二和周四早上7时到8时是

我们‘晨学党课’开课时间，我们邀请乡

领导班子成员、老党员、市县党校教授

等进行授课，内容涉及党的百年历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等

各方面。”花园乡党委副书记闫磊介绍。

据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花园乡创新集中学习方式，开展形式多

样的党史学习教育，讲活历史故事、用

活红色资源、搞活教育形式，生动鲜活

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推动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动力。

民权县花园乡

“晨学党课”学党史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兴汉
刘铮）“是您送来了党的关心、关怀、关

爱，让我在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

近日，唐河县滨河街道曾沟村现役军人

高奇在电话中再次向村党支部书记杨清

梅表达谢意。

感动背后是温暖的拥军故事：去年

高奇的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离家出走，

为使高奇安心服役，曾沟村党支部本着

特事特办的原则，及时帮助其家庭办理

了低保和临时困难救助，让高奇心有所

依。

一条双拥优抚路，几多古道热肠

情。杨清梅针对特殊优抚对象，制定了

双拥工作“一帮一”帮扶措施，各自然村

及村组都成立了各类双拥志愿服务队，

广泛开展“特殊群体关爱行动”。村党支

部对双拥优抚工作进行细化、量化、定标

准、定目标，明确责任人，明确时间点，重

点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专门解决，棘手问

题现场办公、及时解决，做到了事事有落

实、件件有回音。

该村共有60岁以上、参战、病退及伤

残退役军人22人。从2003年开始，该村

坚持每年为困难退役军人送去米面油、

棉衣、棉被等物资，坚持每月走访困难退

役军人家庭，为20余户困难退役军人家

庭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涉及优抚、救

助政策方面，优先考虑困难退役军人及

现役军人家属，积极解决他们的实际需

求和困难。近年来，该村先后有12户得

到政府救助，有4户享受到了危房改造，

共走访慰问优抚对象80余人次。

唐河县曾沟村 双拥优抚工作有温度有力度

查风险除隐患防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