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州市审计局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常态化，连续20年保持河南省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对照省文明单位创建目标、

标准和责任，细化分解，把责任落实到

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党政

工青妇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制定了《孟州市审计局精神文明单

位创建实施方案》《孟州市审计局2021

年度文明单位建设工作计划》《孟州市

审计局精神文明建设考核评价办法》

《孟州市审计局精神文明“特色创建”活

动计划》等文件20多项管理制度，做到

用制度来管事、用制度来管人。在年度

经费支出预算中，明确保障文明创建活

动所需经费，把文明创建目标责任纳入

岗位目标百分制进行考核，形成了文明

创建制度建设体系，全面落实抓创建制

度到位，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

（通讯员李海菊孙永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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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跌有序。

猪肉价格略有回升，上周全省肉类零

售均价为62.32元/公斤。近期我省气温骤

降，对肉类消费有一定提振作用，但猪肉市

场供大于求的格局不变。预计近期猪肉价

格仍呈窄幅波动态势。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全省鸡蛋零售均

价为9.4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53%；

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8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0.74%。目前市场鸡蛋供应依旧充

足。

粮油价格稳定，天气转凉，粮油需求量

有所增加。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

主。

蔬菜价格明显上涨，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6.18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5.1%。进入10月，气温骤降，蔬菜价格进

入季节性上涨通道，尤其是前几天，菠菜价

格涨幅明显。主要原因是，我省菠菜产量

较小，目前市场上供应的菠菜主要是云南、

甘肃、河北等，由于运输成本及品质因素，

外来菠菜价格普遍较高。另外，今年菠菜

主产区受降水影响，部分区域被淹，加之气

温偏低菠菜生长周期延长，市场菠菜供应

减少，价格走势坚挺。天气好转，预计后期

蔬菜价格仍将高位运行。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41.69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5%。当前正值水产品供应季节性旺

季，淡水鱼大面积捕捞上市，价格逐渐回

落，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仍将呈波动态

势。

水果价格小幅下降，新产苹果、梨市场

供应量增加，带动水果价格下行，预计近期

水果价格仍将呈季节性弱势。

8年摸索种出美味“红双喜”石榴的樊保康，27

年坚持养殖优质鲫鱼的房家莹，在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的不只是艰辛的付出，更是长期的坚守。这份

执着，正是匠人精神的生动体现，值得点赞！

搞农业，就需要倾心投入，克服急功近利的浮

躁心理。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要想

做好农业，必须摒弃“立竿见影”的想法，静下心、沉

住气，立足长远，钻研生产技术、把握市场规律，这

是发展农业的根本要求。

搞农业，还需要耐心专注，坚持精益求精的匠

人态度。很多农产品卖难问题都与“重产量不重质

量”有关，无论是“粮果蔬”还是“肉蛋奶”，绿色优质

是农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用精益求精的态度用

心打磨出的产品才能长期赢得市场。

因此，匠人精神不仅适用于制造业领域，而且

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

需要更多农业匠人，乡村振兴需要发扬匠人精神。

搞农业
同样需要匠人

□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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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
强）“今年有70多亩石榴进入盛果期，

每亩采摘鲜果3000余斤。此后400

多亩石榴将陆续进入盛果期，效益会

更加可观。”10月12日，在鲁山县董周

乡石峡沟村一处山坡上的石榴园里，

今年50岁的樊保康说。

樊保康是郑州市人，早年做家电

生意，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但在我内

心深处，有山有水的田园梦始终挥之

不去。”樊保康说。

做家电生意期间，樊保康通过朋

友得知河南省农科院高级工程师刘中

莆历时10多年，成功培育出突尼斯软

籽石榴第三代新品种——“红双喜”。

这种石榴外观鲜红漂亮，比第一代早

成熟 15 天，优质果单个重一般都在

400 克以上，最大的可达 1500 克，味

道甘甜可口。他就立马筹资买下了

“红双喜”石榴的专利权，决心实现自

己的田园梦。

2013年，樊保康辗转河南多地考

察后，最终选择了石峡沟村。“石榴树

怕冻，山坡地比平原地带温度要高；这

里的土质富含微量元素，产出的水果

甜度更高，味道更好；另外，石峡沟村

有个米湾水库，引水灌溉方便。”樊保

康说。

创业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困苦。“特

别是 2018 年，有个专家指导失误，让

我对石榴树进行了错误的‘环切’，导

致两年都没挂果，损失惨重。当时我

走投无路，几乎放弃，但又咬咬牙坚持

了下来。”樊保康说。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樊保康努力

自学果树的种植管理知识。在他的精

心呵护下，石榴树又慢慢恢复了生

机。鲁山县和董周乡党委、乡政府也

对樊保康的石榴基地给予大力支持，

这几年为基地修建了600多米的水泥

生产路，还打了两眼深水井，援建了

一座150平方米的冷库。“今年乡政府

又给我们争取了一个200万元的引水

灌溉项目，马上就要开工了。”樊保康

介绍道。

目前，在樊保康石榴基地务工的有

10多个长期工、30多个临时工，一天70

元，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
阳 通讯员余江）“你看，这里面的

鱼多肥！已经长大了，明天就要

捞上来送去武汉白沙洲批发市场

了。”近日，在息县陈棚乡张塘村

汪湖水库南岸的汪湖生态渔业合

作社，一位中年汉子正在喂鱼，看

见湖中鱼儿欢腾、水花四溅，他的

脸上乐开了花。

这位中年汉子叫房家莹，今

年55岁，是息县陈棚乡张塘村

村民、息县汪湖生态渔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也是市、县两级优秀

农村实用人才。记者与房家莹

唠起他的生态养殖经时，房家莹

微笑着说：“到目前养了 27 年

鱼，这27年里就养这种野生鲫

鱼，其他啥事也没干！”2009年，

由房家莹牵头成立的汪湖生态

渔业合作社被列为息县特色农

业人才基地示范点，常年开展生

态渔业养殖培训。

据房家莹介绍，他16岁开始

建塑料大棚，种过蔬菜，卖过种

子、农药，搞过农技咨询，是远近

出了名的“能人”。他所在的村离

汪湖水库很近，1993年，那年他

27岁，看到汪湖5000多亩鱼塘

养殖户像割韭菜一样换了一茬儿

又一茬儿，年年养，年年赔。看见

好多鱼塘都在撂荒，房家莹心里

很不是滋味，他决定来“蹚蹚这浑

水”。

最初，房家莹养鱼技术不熟

练，只承包了40亩鱼塘养鱼，所经

营的鱼塘产量并不高，盈利不

多。为提高产量，他专门到上海

水产大学进修学习养鱼技术，总

结经验，逐渐摸出了其中的门道。

随着养殖经验日益丰富，规

模不断扩大，效益越来越好，房家

莹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鱼专业

示范户。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吸

引养殖大户21户，30亩以下小户

59户，脱贫户6户，技术辐射总面

积超过3000亩。合作社通过资

源整合，改变销售方式，取得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

如今，整个汪湖库区已成为

一个大的生态养殖场，目前房家

莹就承包了300亩滩涂，主要是

鲫鱼精养，年产大规模、高规格生

态鲫鱼7万~10万斤，苗种5万~

7万斤。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10

月9日，记者步入汝南县常兴镇任桥村，

放眼望去，成熟的高粱随风摇曳，满地火

红。种植户赖燕高兴地说：“俺今年种植

黏糯高粱4亩，亩产最低也有1000斤，通

过深加工，能酿出1600斤的玉液琼浆，收

入打着滚地往上翻。”

“不瞒你说，俺这酿酒技术还是跟亲

家学习的哩。”赖燕说。赖燕的儿媳是贵

州省茅台镇人，亲家是当地一家大型酒厂

的技术员。一次，亲家看到任桥村土地肥

沃，日照充足，遍地高粱，便说：“老赖哥，

俺茅台酒厂的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从河南

购进的，不如我把技术教给你，你在家办

个酿酒坊，收入一定很可观。”亲家的一句

话点燃了赖燕酿酒的兴趣。于是，他在亲

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建起了酿酒坊，

这一干就是5年。

常年酿酒，让赖燕明白这样一个道

理：好粮才能酿出好酒来。以往，赖燕酿

酒的原材料主要以玉米为主，酒味虽浓，

但口感不是多好。今年，赖燕通过上网发

现，黏糯高粱产量高，出酒率也高，便从网

上购买了4斤黏糯高粱种子，按照每亩播

种1斤种子的方法，种植黏糯高粱4亩,在

科学管理下高粱大丰收。依靠酿酒，赖燕

每年有好几万元的收入，日子也像成熟的

高粱一样红火。纯粮酿出甜美日子。“明

年我将扩大黏糯高粱种植面积，酿出更多

更好的美酒。”赖燕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吴双
陈建军 单海洋）“如今业务办理真是快

捷高效。之前担心登记程序烦琐，不易

操作，没想到办理得这么顺利！”10月12

日，南阳市宛城区博泰物资有限公司的

胡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宛城区税务局汉

冶税务分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通过河

南省电子税务系统，轻轻点击鼠标和键

盘，提交相关资料，整个过程只用了几

分钟，就完成了一般纳税人登记，便捷

的业务办理让胡先生赞不绝口。

胡先生的经历是宛城区税务局持续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宛城区税务局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

难愁盼”，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

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小微

企业“春雨润苗”活动，以实打实的利企

便民惠民举措，努力打造最优最良的营

商环境服务。

依托信息技术，投资300多万元的智

慧办税服务厅建成启用，24小时不打烊，

提供自助发票发售、发票验旧、网上申报

等服务，成为辖区4万多户固定纳税人、近

13万临时纳税人的贴心“云管家”。9月

17日，南阳防爆集团财务人员体验到借助

“智慧大厅”成功开出急用发票后表示：

“急事难事找‘智慧大厅’，这种新兴办税

模式让纳税人省心、省力、省事。”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周武
申）“以前去地里干活儿，可真不好走，现

在修了这么宽的生产路，去地里干活儿

可方便了！”10月13日，走进武陟县三

阳乡大聂村，村民们对村里新改造的生

产道路直竖大拇指。这正是三阳乡纪

委监委认真按照“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

求开展专项工作的一个缩影。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阳乡纪

委监委围绕“学史力行”，积极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把解民忧、解民困作

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出发点、落脚点，

坚持务实戒虚，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纪检

监察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工作动力和成效。

该乡纪委监委在为群众办实事的

同时，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调研工作，

对 调 研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严 格 落 实

“13710”工作机制，能立即解决的问题

一天之内办理，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明

确解决时限和解决方案，并全程跟踪督

办。对群众诉求背后反映出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纠正，违纪违法问题线

索及时移交处理，用实际行动把群众工

作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三阳乡纪委监委帮助大

聂村修建了5米宽的生产路800余米，

协助柴尚村打井两眼等。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兴
汉 吕明珠）“你们单位实有多少人，到

岗多少人，签到本在哪儿？未在岗的请

说明去向，已请假的请出示假条。”这样

的监督检查，成为唐河县纪委监委驻县

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的工作常态。

每逢节假日过后，纪检监察组把节

点当考点，不仅确保廉洁过节，还要落

实责任在岗，确保宣传文化系统全体党

员干部能够在第一时间以良好的工作

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各项工作

中。纪检监察组采取不打招呼、不定路

线、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工作人员到岗

到位情况和工作纪律进行明察暗访，重

点查找节后不收心、上班不用心等问

题，确保党员干部不打“节后盹”。

纪检监察组持续坚持节奏不变、尺

度不松原则，保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聚焦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关键部位，持

续推动作风监督常态化，积极营造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实现了“清新政风”和

“硬朗作风”双提升。

8年摸索 樊保康种的石榴又大又甜

27年坚持 房家莹只为养出优质鲫鱼
南阳市宛城区

税收赋能助力营商环境再提升

汝南农民赖燕

纯粮酿出甜美日子

武陟县三阳乡纪委监委

解民忧解民困 为民服务暖人心

唐河县纪委监委

绷紧纪律这根弦 监督检查成常态

有一种成功叫有一种成功叫坚持坚持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孟令
显王晓冲）“通过这段时间的党史学习，加

深了对党的感情、增添了干事的动力，我觉

得学深悟透的关键在为群众办点促发展的

实事……”10月14日，南乐县张果屯镇辛

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辛广涛说道。

南乐县坚持“把实践者变成授课者”，

在全县已有24名党校兼职教师的基础

上，县委组织部分领域建立外聘专家、县

内干部、农村党支部书记、“土专家”“田秀

才”等四类师资库，充分发挥他们专业技

能强、理论修养高、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

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

训行动，该县在全域范围内精心选取了党

性暨红色教育、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治理、非公企业党建等4大类38个现

场教学点，围绕基层党建、红色教育、乡村

振兴等主题，形成特色鲜明的教学线路。

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举办主题培

训7期，培训党员干部1100余人次。

南乐县

学党史激发干事动力

10月13日，宝丰县前营乡郜湾村农民在自家房前晾晒刚刚收获的花

生。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该乡4500亩花生喜获丰收，家家户户的庭院及房

前屋后都堆满了收获的农作物，一派丰收的景象。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刘淑改摄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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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倍投，商丘彩民领走双色球大奖1453万元
10 月 14 日 晚 ，福 彩 双 色 球 第

2021117期开出10注一等奖，单注奖金为

678万元，花落5地，其中，河南彩民收获

两注，再现大奖福地。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两注大奖

出自商丘市虞城县人民路南关汽车站附

近41640215福彩投注站，为一张两倍投

注的复式8+3票，命中两注一等奖，总奖

金1453万元。截至当期，河南彩民今年已

收获双色球一等奖50注。

开奖后第一天，10月15日，商丘双色

球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来到省福彩中

心领奖。“还是很开心的，中奖也很意外。”

刘先生说，此次中奖的号码是投注站业主

推荐的，一有时间他就购买投注，已经买

了3个月，“也不是每期都买，但坚持很重

要。”

当期他提前购买了双色球彩票，由

于感觉不错，就采用了两倍投注，直到

开奖后，大奖喜讯传出，他才发现是自

己中了大奖 1453 万元。“很激动，感谢

福彩送来的好运。”对于奖金的使用，刘

先生表示，他计划先把外债还清，然后

改善一下生活，将来还会继续支持福彩

事业。

（豫福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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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价格小幅上涨蔬菜价格明显上涨

孟州市审计局常态化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