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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青

省商务厅坚持疫情防控和民生

保障“两手抓”，统筹协调，综合施策，

强化服务，全力保障居民消费需求。

据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品

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

平稳。重点监测的66种商品，价格

“32降4平30涨”。

猪肉价格窄幅震荡。上周全省

肉类零售均价为64.95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0.28%。其中，猪肉（后腿

肉）零售均价为28.82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1.64%，较上年同期下降

51.17%；牛腿肉零售均价为82.77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32%，较上

年同期上涨7.17%；羊腿肉零售均价

为 83.25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39%，较上年同期上涨2.71%。随

着春节临近，养殖端出栏积极，企业

屠宰量提升，猪肉市场供应宽松。预

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呈震荡态势。

鸡蛋价格继续回升。上周全

省鸡蛋零售均价为10.2元/公斤，

较前一周上涨2.51%；白条鸡零售

均价为17.6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3.19%。春节临近，终端备货需

求及家庭消费增加。预计近期鸡蛋

价格仍呈小幅上涨态势。

粮油价格稳中有降。上周全

省粮食零售均价为5.01元/公斤，

较前一周下降0.4%。桶装食用油

零售均价为16.77元/升，较前一周

下降3.06%。当前全省粮油库存保

持高位，市场供应有保障。预计后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稳中略降。上周全

省蔬菜零售均价为6.37元/公斤，较

前一周下降0.16%。在一系列保供

稳价政策实施下，上周全省蔬菜价

格稳中略降，并低于上年同期，冬

瓜、土豆等耐储类蔬菜居民购买意

愿较强，价格小幅上涨。据省气象

台预报，下周我省有两次大范围雨

雪天气过程，受此影响，蔬菜价格有

小幅上涨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

省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7.94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2.46%。由于海水

鱼运输成本上涨、货源相对减少，带

动整体水产价格上涨。现阶段堂食

暂停，水产品需求明显减少，预计近

期水产品价格有回落的可能。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冬季天

气干燥，加之春节临近，水果需求旺

盛，预计近期水果价格仍将延续季

节性高位。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申鸿皓）“大爷，菜和馒头给

您放门口了，一会儿记得出来拿呀！”1月17日，在社旗县兴

隆镇腰庄村，镇包村干部董婷婷骑着电动车，赶在饭点前把

采购的生活物品放在了因居家隔离的一户群众门口。

居家监测户的日常生活需求时刻牵挂着镇村党员干部

和志愿者的心，他们不畏危险，义无反顾地当起了隔离群众

的“后勤主任”。

在这一群群“逆行尖兵”中，“红马甲”汇成了一道道流动

的亮丽风景。

“大伯，出来活动一定要戴上口罩，记得把鼻梁上的金属条

压紧了。”1月14日，赊店古镇飘起了雪花，县委宣传部年轻干

部焦伟涛一大早就来到铜器街口，开始了新一天的志愿服务。

像焦伟涛这样，从去年9月开始，机关干部就开始走上

街头，分路段包片区无怨无悔驻守，广泛开展疏导交通、清洁

卫生等“创文”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元旦前后，疫情防控形势

越来越严，志愿者们又主动担起了宣传普及防疫知识、督导

门店防疫措施落实、扫码测温等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助力家乡疫情防控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这样的假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大学生

朝气蓬勃，关键时刻从未缺位，在郑州

城市学院读大二的赵河街道返乡

大学生张茹就是其中一员。

放假返乡的她，在提前报备

的同时，主动请缨志愿服务，

并在居家隔离期满的第二

天，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

疫情防控一线。

而像张茹一样，全

县共有300多名返乡大

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

“我们的城我来守，

我们的村我来护。”疫情

面前，大学生志愿者们

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铮

铮誓言，用坚守擦亮了

社旗的文明底色。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崔新娟）“闻着感觉好香

啊！”“肯定了，都是专业厨师操刀呢！”……1月11日中午，在

焦温高速路口卡点，值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下卡点，就吃

到了温县餐饮协会烹饪高手们端来的热气腾腾的饭菜。

天刚蒙蒙亮，温县餐饮协会会长王国旗和副会长沈亮、

理事会会长杨昆等带领协会七八个人来到焦温高速路口卡

点，他们撑起帐篷、支起锅灶、洗净食材，开始忙碌起来。

虽然腊月的气温依然在冰点徘徊，略显空旷的卡点也冻感

十足，但锅台上“咕嘟咕嘟”蒸腾的热气和扑面而来的饭菜

香味让值守卡点的人们笼罩在“烟火暖”中。

这些志愿服务疫情防控的餐饮协会会员们大都是温县

各大酒店、饭庄的店主，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愈发紧张，他们也

想为疫情防控做些事。于是，在1月10日中国人民警察节那

天，王国旗组织协会会员各自带着从自己饭店准备的各种食

材来到南河渡黄河大桥卡点，用新鲜可口的饭菜赢得了值守

在这里的人民警察和工作人员的称赞。次日一早，他们又来

到焦温高速路口卡点。

当天午时，温县县委书记杨磊到焦温高速路口卡点，看望

慰问坚守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时，偶遇了这暖心的一幕，他问

王国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志愿者？”

王国旗说：“我们是县餐饮协会的，义务为坚守防疫卡点

的工作人员提供用餐。”

“你们的做法非常好。我知道在去年的防汛防疫工作中，餐

饮协会也做了很多事。”杨磊又问，“今天，你们做了什么饭？”

“是烩菜，里边有生汆丸、排骨、鸡块、五花肉、粉条……”

王国旗说。

听到这里，杨磊笑了，他风趣地说：“咱们值守卡点的工作

人员一定会喜欢的！你们是全县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为你

们点赞！”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边龙飞党敏）“我志愿加

入谷旦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成为一名疫情防控

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服务谷旦，冲锋在前。坚守疫

情防控岗位，不计报酬，为谷旦镇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

量！宣誓人边龙飞、党圆圆……”1月13日，孟州市谷旦镇

镇村防疫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签订请愿书，面对队旗，

在谷旦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庄严宣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肆虐，谷旦镇积极响应孟州市

志愿者招募令，向全镇返乡大学生发出奉献青春力量、参

与疫情防控的倡议，辖区返乡大学生积极报名防疫志愿

者，担当起了青春责任。

“喂，您好！是谷旦镇政府吗？我想报名防疫志愿

者？……”返乡大学生范姿辛拨通了镇政府电话，如愿成为

一名疫情防控志愿者。像范姿辛一样，众多返乡大学生陆续

报名成为防疫志愿者，他们不畏严寒，配合村内做好卡点盾

勤、登记信息，向村民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发放疫情防控承诺

书，排查返乡人员、核酸采样码采集、环境消杀等工作，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展现出新时代志愿者的风采和精神面貌。

他们入户走访发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讲解疫情防控

小常识和返乡人员相关规定，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传

递正确疫情防控信息，让村民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劝导

村民养成规范佩戴口罩等良好习惯，切实增强村民科学防

护意识和能力，一个个皆是疫情防控“小喇叭”。

提起大学生志愿者的工作，谷旦镇谷旦村党支部书记

王二虎赞不绝口：“大学生们年轻，手快、腿快、脑快，信息

录入工作做得比我们好多了，有了他们的加入，大大减轻

了村内防疫人员短缺的压力。”据悉，目前谷旦镇已有15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阵地。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站在这路口上，

看把你们冻的，赶紧吃口热饭暖暖身子吧！”1月12日，禹州

市古城镇古城村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范敏带上刚做好的热

干面、米线、焖面条等，为在疫情防控值班的人员送上可口

的饭菜。

疫情发生后，禹州市古城镇古城村党支部向全村的党

员、团员、大学生和妇女发出了志愿服务倡议，广大妇女立

即响应，成立了68人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并提出了明

确的口号：“战胜疫情，守护家园！”

从1月3日开始，该村的大街小巷每天都能听到巾帼

志愿服务队宣传员们拿着小喇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咱

村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们真负责，每天都拿着喇叭搞宣

传，咱可都得记住戴口罩啊！”乡亲们都称赞道。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处处能看到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们

的身影。疫情防控需要全村消毒，队员徐丽芳马上捐献了四

箱84消毒液；看到村头疫情防控值班点值班人员顶风冒雪在

坚守，队员李书平等人分别送来了浓浓的绿

豆汤、烙馍卷菜和香喷喷的饺子。“徐小

丽、范敏她们干脆义务包下了为值班人员

做饭的任务，每天早晚做好热腾腾的

馒头、炒菜、稀饭、捞面条等，让值班人

员吃了身上暖融融。”该村妇联主席楚

向红夸赞道。

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李晓得知无

梁路口公路上滞留了许多外地货车、

司机们吃不上热饭时，立即做了一大

锅热腾腾的大肉烩菜和馒头，

开着车拉到无梁路口，

让在寒风中等待的

司机们吃上热饭热

菜。“禹州人真好

啊，俺走到哪里

都记着禹州的

这顿饭，这是禹

州人民的一颗

热心啊，谢谢

了！”司机们都

激动地说。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是父亲母亲、是
丈夫妻子、是儿子女
儿，更是党员、志愿
者和抗疫战士……

他们进社区、守
卡点，广宣传、登信
息、送物资，用青春
和奉献守护着人民
群众的健康安全；

她们平时温温
柔柔、软言细语，但
当疫情来袭，她们立
即脱下红妆换战袍，
义无反顾挺进战
“疫”第一线；

他们舍小家为
大家，闻令而动、乐
于奉献，夜以继日
地奋战在各自岗位
上，为疫情防控撑
起了一片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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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高会
鹏王卫杰）1月13日18时许，宁陵

县程楼乡瓦屋刘村各个村道、胡同

里的50盏路灯齐放光明，300瓦的

太阳能路灯照亮了整个村庄，村民

们欢呼雀跃，庆祝该村终于告别了

晚上没路灯导致出行不便的历史。

“我们村能装上路灯，这得感谢

刘伟、刘军和刘东锋三个人，他们返

乡创业带动大家增收致富不说，还捐

钱帮村里装上了路灯，为他们点赞！”

指着明亮的路灯，瓦屋刘村村民刘汝

生的一席话代表了所有村民的心声。

今年44岁的刘伟是土生土长的

瓦屋刘村人，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2018年，在外创业的他毅然决

定返乡创业，在村里创办了汽车内饰

加工厂，为村里和周边群众提供了就

业岗位，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瓦屋刘村

的环境面貌变化很大，公路修到了

家门口，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但刘伟发现，村里到现在还没有路

灯，村民夜晚出行，特别是老人、孩

子出门很不方便，就与同村返乡创

业的刘东锋、刘军商议，共同出资近

两万元，购置了50盏太阳能路灯，让

大家有个明亮的夜晚。

“现在大家生活好了，村里环

境变化很大，当看到村里没有路灯

时，就想着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回报

家乡。”刘伟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黄广庆张伟民）连日来，内黄县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开通“绿色”

通道，确保蔬菜销售供应畅通。

近日，梁庄镇8000亩黄瓜成

熟，农业农村部门及时为菜农办理

通行证等有关手续，开通“绿色”通

道，让鲜嫩的黄瓜快速配送到周边

市场。

温暖如春的大棚内，50多岁的

李俊乔正在采摘黄瓜。

“平时，俺这一亩大棚一年能

收入一两万元，今年蔬菜价格高，

已经收入三四万元了。”李俊乔说。

受疫情影响，梁庄镇前几天的

黄瓜销售有了一些波动。当地党

委、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畅通

蔬菜运输、销售通道，快速把疫情

带来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菜农刘利芳说：“这几天黄瓜价

格又平稳了，也进入了盛果期，技术

人员在做好防护的同时，天天来大棚

进行技术指导。通过微信群我们菜

农也能及时了解蔬菜的病虫害防治

知识。俺4个大棚，收入6万多元。”

“当地政府及时给我们发放了

绿色通行证，我们运输蔬菜的车辆

畅通无阻，能把这些新鲜蔬菜及时

运到城市，让更多的人吃到新鲜蔬

菜。”濮阳市蔬菜采购商刘会作说。

1月20日，内黄县梁庄镇蔬菜协

会会长董中波介绍：“梁庄镇大棚蔬菜

黄瓜主要销往濮阳、新乡、郑州、开封

等几个城市，黄瓜这一块供应量占周

边市场的百分之六七十。每天外运的

蔬菜、黄瓜就达10万斤左右，不但丰

富了市场的供应和城乡居民的菜篮

子，同时也鼓起了菜农的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谢
雯培新）1月19日，在位于郏县长

桥镇平顶山绿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的富硒馒头生产车间里，一笼

笼热气腾腾的富硒馒头新鲜出炉，

屋里顿时飘满了麦香味。

“我们的馒头是用富硒黑小麦、

绿小麦、香小麦、糯小麦四种小麦面

粉做的，其中绿小麦富含花青素，这

四种小麦面粉是用石磨磨的面粉，

然后做的手工馒头。特别香，有麦

香味儿，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平

顶山绿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秦丽敏说。

秦丽敏和丈夫郭亚培从流转土

地、规模化种植小麦和玉米起步，逐

步探索把土地改良为富硒田，引进种

植黑小麦、黑小米、黑花生等粮食新

品种，随后又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利

用自己种的黑小麦加工成富硒馒头。

“我们的馒头都是订单销售，大

部分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

市，一箱5包30个。临近春节，订

馒头的多，更加忙了。”秦丽敏说。

随着订单的增多，该公司不仅

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还依托馒

头产业，发展了多种特色农产品，把

家（郏）乡的味道带到更远的地方。

宁陵县瓦屋刘村刘伟、刘军、刘东锋

返乡创业报家乡 捐赠路灯送光明

内黄县梁庄镇

蔬菜销路畅通 菜农收入增加

郏县长桥镇

富硒馒头飘香城乡

温县 孟州市谷旦镇

禹州市古城村

河南商务预报

1月20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2022009期开奖，红球号
码为04、15、17、19、25、28，
蓝球号码为16。当期开出头
奖1注，单注奖金为1000万
元，花落甘肃。

二等奖开出266注，单注
金额11万多元，河南彩民收获
其中137注，值得一提的是周
口彩民单票命中130注双色球
二等奖，出自周口市41270108
福彩投注站，收获奖金1466万

元，再现大奖福地。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4∶2，三区比为1∶3∶2；奇偶比
为4∶2。其中，红球开出两枚
斜连号04、19；两枚隔号25、
28；一组同尾号15、25；一组

奇连号15、17、19；蓝球则开
出16。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13.75亿元。下期，彩民
依然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
元。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