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杨青

近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中西

部、北部出现特大暴雨，商务部门及地

方各部门密切配合，统筹施策，全力做

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9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2.3%；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5元/公斤，

较前一周上涨2.9%。进入主汛期，高

温、暴雨极端天气增多，市场鸡蛋供大

于求状况有所改观。预计后期鸡蛋价

格稳中有涨的可能性大。

粮油价格平稳运行，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5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桶

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5.9元/升，较前一

周上涨0.6%。粮油市场供给充裕，需求

平稳，暴雨对短期市场影响不大。预计

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蔬菜价格涨幅明显，暴雨突袭，部

分城市交通受阻，运输不畅，短期蔬菜

供给压力较大，价格明显上涨。上周全

省蔬菜零售均价为5.4元/公斤，较前一

周上涨10.2%。随着洪水消退，交通秩

序恢复，从云南、甘肃、河北、内蒙古、山

东等地进货增加，市场供应有保障。预

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稳步回落。

水果价格低位回升，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10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4.2%。菠萝、樱桃、柑橘、西瓜、苹果、香

蕉分别上涨。目前是夏季水果大量上

市的季节，水果市场供需两旺。预计后

期水果价格仍将维持低位震荡。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敏 青
俊）刘启昌一家5口人为灾区捐赠2万多元

后，7月25日一大早，刘启昌又和几个朋友

购买了一车凉席、被子等送到泄洪灾区扶

沟县。“全国人民一家亲。亲人有难，我们

不能袖手旁观，得尽绵薄之力。”刘启昌说。

刘启昌是太康县老冢镇人，几天前，他从

手机抖音上看到我省多地因连日暴雨，不少

市县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刘启昌动员一家

5口人为灾区捐款。刘启昌和妻子符阿芳

首先捐出了店里的营业款2万元，接着13岁

女儿刘京捐出了400元压岁钱，正在外地上

上学的大儿子刘源委托刘启昌为自己捐了

100元，6岁的小儿子也拿出100压岁钱交

给母亲。最后，刘启昌将全家人捐赠的

20600元钱通过银行捐给了郑州慈善总会。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冯亮）

“也就十个小时不到，一点心意而

已……”7月26日，郑州市红十字会收

到一份来自江苏无锡的温暖。

江苏无锡的陈福朋从网上了解

到河南发生洪涝灾害后，如坐针

毡。“虽然我在河南没有亲人，但眼

看着自己的同胞身处危难，感觉自

己应当去做点什么！”在郑州红十字

会见到他时，他按捺不住焦急的心

情。

7月25日夜，陈福朋安排好手头

的工作，自费购买了66件矿泉水和

189件桶面。从江苏无锡出发，一路风

雨无阻，开车十多个小时到达郑州，为

郑州送来救援物资。郑州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向陈福朋表达感谢时，他很腼

腆地表示：“只是一点心意……”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沈春
梅宋雨琨）7月25日上午9时，新乡市

延津县丰庄镇飞王村受灾农田上方，

一架架无人机盘旋往返，测量和拍摄

受灾农田情况。当日，中原农险调度

派出15架无人机，到受灾严重的新

乡、开封等地查勘，加速农险理赔进

程。

自7月 20日中原农险启动暴雨

灾害应急预案以来，总省市县四级联

动，开展农业保险踏查工作。在各分

支机构工作人员查勘的基础上，为加

快查勘进程，7月25日上午，中原农

险公司调动15架无人机，兵分五路，

分赴新乡市延津县、获嘉县，开封市

尉氏县，许昌市长葛市，漯河市临颍

县进行现场查勘。

目前，无人机查勘仍在持续进行

中。中原农险表示，针对此次暴雨中

受灾的客户，公司将按照“好、快，准、

稳，深、细，严、实，质、效”十字方针，做

好受灾情况排查，对受灾严重的客户

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快速查

勘理赔，助力农户恢复再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刘忠士 记者李
燕）连日来，郑州、新乡等地暴雨肆虐，

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前方的灾情时刻牵动着商丘市网信系

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心，市委网信

办第一时间向全市网信系统发出号

召，呼吁各成员单位积极行动起来，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筹集救灾物资

驰援灾区一线。

据统计，截至目前，商丘市网信系

统已累计向灾区捐赠5批次价值53万

余元的防汛救灾物资，为灾区人民渡

过难关、重建家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

帮助。

“为帮助灾区群众尽早战胜洪灾、

重建家园，我们已先后组织多批次物

资驰援郑州、新乡等灾区一线。下一

步，我们商丘网信人将始终与灾区人

民站在一起，哪里受灾最严重，我们的

志愿服务就去哪里，灾区群众最需要

什么，我们就组织爱心企业给他们送

去什么。”商丘市委网信办主任、市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侯公涛告诉记

者。

太康县一家五口

捐赠2万多元爱心款
鹿邑县建筑业商会

为灾区捐款88000元

中原农险加快农险查勘理赔

粮油价格平稳运行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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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号十多年，郑州彩民
复式投注命中双色球521万元大奖

近年来，项城市以河南省农科院倡导推

行的“四优四化”项目为依托，大力发展优质

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等“四优

产业”，实现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

准化、发展产业化，巩固脱贫攻坚，助力乡村

振兴。

自“四优四化”项目实施以来，来自河

南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和项城市农科

所及各乡镇的“土专家”“田秀才”一齐走

到田间地头，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户干、

带着农民赚，做农民技术服务“贴心人”。

这正是项城市“四优四化”项目有序推

进下的生动剪影。“省农科院的专家来合作

社上课、到田间地头指导，为我们提供了难

得的学习机会。”近日，该市丁集镇农民李怀

中在听完省农科院植保所博士高新菊和小

麦所副研究员张德奇关于小麦管理的技术

培训后乐呵呵地说。 （李前进）

今年以来，新郑市按照上级统一

部署，深化推广“群众动嘴、干部跑

腿”的信访代办工作模式。按照“试点

先行、总结经验、压茬推进、全面展开”

的工作思路，首先在梨河镇打造示范

点，从该镇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和

村民小组长中，共挑选213人担任镇

村组三级信访代办员，实现全覆盖、无

遗漏。工作开展以来，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触角进一步延伸，基层村组的小

矛盾、小纠纷第一时间“有人反映、有

人过问、有人办理”，有效避免小事拖

大而导致上访发生。同时，通过建立

代办员到镇来访接待窗口轮流值班等

制度，提高村组干部对信访工作的参

与度，有效提升了基层处理信访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

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孙培）

项城 专家传技在田间 新郑 信访代办到村组

7月25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1083期开出头奖

25注，单注奖金为517万多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

注，花落郑州，这也是今年河南彩民收获的第36注双

色球一等奖，再现大奖福地。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注双色球大奖出自郑

州市中原区农业西路冉屯东路北41018087投注站，

为一张复式8+1票，命中一等奖的同时，还命中其他

奖项，共收获奖金521万多元，可谓十分好运。

开奖后第二天，郑州大奖得主何先生（化名）来到

省福彩中心，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大奖。据了解，何先

生是一位忠实的福彩老彩民，他购买福彩有十几年的

时间，喜欢守号投注，但一直保持平常心态。“我看得

很明白，这就是做公益，中了是好运，不中是做好事。”

何先生说，正是这样的好心态，让他在购彩过程

中收获了不少乐趣。

据悉，此次中奖的这组号码，是何先生多年以来

一直守号的号码，其间他也中过几百元、几千元甚至

万元的奖项，但一直没有中过一等奖。“没有想到这么

多年了，这次真的中了大奖，很意外，也开心。”

何先生说，中奖彩票的号码是他的幸运号，领奖

后，他会再选择一组号码，继续坚持购买双色球，继续

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豫福）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因上游连续多日暴雨，南乐辖区内

卫河水位持续上涨，出现汛情险情。南

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按照县委、县政府

及县公安局防汛工作的统一部署，迅速

安排部署，大队全体民警、辅警投入到

防汛工作中，坚守在防汛一线，全力维

护汛期安全，全力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为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

通有序，交警大队采取有效措施，全力

做好汛期交通管理工作。

做好应急准备。交警大队领导高

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成立防汛救灾队

伍，全体民警、辅警及党员均为防汛救

灾突击队员。同时，与相关部门对接，

共同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加强路面管控。全力加大路面巡

逻力度，提高路面的见警率与管事率。

采取开启警灯、喊话提醒等方式，提醒

广大驾驶员雨天能见度低、路面湿滑，

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与此同时，

联合指挥中心利用全程路面监控系统

加大视频巡查力度。

加强协作配合。加强与养护部门、

救援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对铁锹、铁镐、

抽水泵、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

行检查，并要求各部门加强沟通，对突

发应急情况要防患于未然，关键时刻能

够拉得出、打得赢，确保有备无患。

强化交通宣传。交警大队充分发

挥新媒体作用，利用双微平台播报天气

预报，以及暴雨天气出行安全，提示广

大驾驶人雨天谨慎驾驶，起到警示作

用。在查纠交通违法的过程中，对过往

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提示，提醒车辆驾驶

人雨天情况下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确保行车安全。 （张泽民）

泌阳县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今年，泌阳县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优化营商环境

新高地。一是优化企业开办服务。简化

办照流程，没有前置许可的经营项目，仅

凭一张身份证即可办理营业执照。二是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实现压缩企业开

办时间到1个工作日以内。三是鼓励大

众创业。四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关建华）

南乐公安交警 全力奋战疏路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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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7日，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有关部门把嵩县车村镇退伍军人

范春喜捐献的5600多箱山泉水分发

到抗洪抢险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官兵手里，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

十分感动。

范春喜是1990年入伍的战士，

当兵服役5年，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

情。2017年3月，范春喜利用当山泉

水的资源，投资1000多万元，创办了

皇拜山泉水厂。在得知郑州市和其

他县市受到特大洪涝灾害，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第一时间奔赴抗洪抢险第

一线后，7月24日，范春喜租用了5台

大卡车，将价值约40万元的5600多

箱山泉水运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请

求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转赠给抗洪抢

险一线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公安

民警和受灾群众。

（孙纪山）

嵩县退伍军人范春喜

山泉水捐给抗洪子弟兵

商丘网信系统

53万余元捐赠物资驰援灾区

7月26日，郑州市金水区渠西路环卫中转站的工作人员在给转运生活垃圾的车辆进行消毒。暴雨过后，金水区城

管局积极组织辖区内各环卫作业单位开展点对点的消毒消杀工作，对全区101辆大型生活垃圾车、890余辆小型生活

垃圾转运车，垃圾转运站设施及路面进行全面消毒。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王侠）近日，我省普

降特大暴雨，郑州市区、新乡等多地

发生洪涝灾害。洪水无情，人间有

爱，灾情牵动着鹿邑县人民的心。7

月 23日，鹿邑县建筑业商会会长魏

学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履行社会责

任，为灾区捐款5万元；同时，魏学行

还组织建筑商会副会长及党员为灾

区捐款 38000 元，共计捐款 88000

元。

目前，善款已通过鹿邑县慈善

会转给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鹿邑县建筑业商会还在尽自己

的绵薄之力，积极为灾区灾民捐款

捐物，帮助他们早日恢复生产，重

建家园。

江苏无锡市民陈福朋

255件物资援助郑州

全面消杀

本报讯（记者韩新愚通讯员贾合军）连

日来，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并引发灾情。

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周口市生态

环境局西华分局闻“汛”而动，一方面组织力

量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转移群众、防汛抗洪，另

一方面组织环保志愿者在群众安置点开展志

愿服务。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总能发

现他们的身影。

7月25日，西华分局副科级干部周慧珠

带领环保系统10名志愿者和招募的环保志

愿者24人来到位于皮营办事处第一中学群

众临时安置点开展志愿服务。在安置点，志

愿者们积极维持现场秩序，搬运救灾物资，疏

导安抚群众，打扫安置点卫生，用最短的时间

构建了安置点里的生活秩序，仅搬运物资就

达1800多件，有力地支援了安置点的各项工

作。

7月25日，汤阴农商银行分别向汤阴县任

固镇、五陵镇、菜园镇捐赠3万元，帮助他们抗洪

救灾。该行志愿者还到各乡镇集中安置点看望

慰问受灾转移群众，并送去了矿泉水、方便面、火

腿肠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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