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2日，襄城县山头店镇祝冯村86岁村民孙大梅家的庭院内，鲜花蔬菜掩院墙，青砖黛瓦饰楼房，一片明丽、满院春

色，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与老人拉家常，为老人剪指甲、梳头，共享美好的幸福生活。去年以来，山头店镇广泛开展“五美庭院”

创建评比活动，收到良好效果，目前该镇已涌现出360多户“五美庭院”。

古国凡赵争艳摄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洛阳市福彩中心
“我为站点办实事”星光计划第二站（新安县）

专人跑腿代购代销
村民安心宅家抗疫

猪肉价格略有反弹
鸡蛋价格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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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

兴转化的第二年，站在这个关键拐角处，

淇县黄洞乡卫生院按照县卫健委第一季

度健康帮扶“夯基础、补短板、促提升”工

作要求，举全院之力开展家庭医生下乡签

约服务活动。

为全面做好下乡签约服务工作，该院为

签约家庭送去了“健康毛巾”和“健康围裙”，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健康教育的知识问答中，

同时针对目前慢性病发病率逐年增高趋势，

对四种常见的慢性病进行全面检查并详细

登记，以便查看家庭医生的规范管理率。

“我们不但要有精确的低收入家庭和

慢性病家庭数据，还要有规范的健康帮扶

和慢性病管理，让居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

高，真正把预防关口前移，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向乡村振兴的拐角处不落下一个，

把‘全民健康’落到实处。”黄洞乡卫生院

院长李军生表示。 （岳秀文陈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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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略有反弹。上周全省肉

类零售均价为63.32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0.54%。其中，猪肉（后腿肉）零售

均价为 24.3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17%；牛腿肉零售均价为81.71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83%；羊腿肉零售均

价为 83.95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08%。近期国内生猪产能稳中有降，

猪价已低位运行较长时间，进一步下跌

的可能性较小。预计近期猪肉价格将在

当前价位呈震荡态势。

鸡蛋价格持续回升。上周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9.49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2.71%；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6.93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8%。近期鸡

蛋价格持续回升，一方面全国及我省

疫情多点散发，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不

统一，物流运力受限；另一方面饲料、

成品油价格上涨，推升蛋鸡生产运输

成本。预计近期鸡蛋价格仍有上涨的

可能。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上周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为4.96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0.8%；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

元/升，较前一周上涨0.12%。我国高度

重视粮食生产，库存充足，综合调控能力

较强，粮油市场供应有保障。预计近期

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止涨回落。上周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6.79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3.82%。黄瓜、西葫芦、豆角、韭菜、青

椒、苦瓜分别下降；西蓝花、莲藕、胡萝

卜、菜花、洋葱、冬瓜分别上涨。气温回

升，蔬菜生长速度加快，本地应季蔬菜生

产逐渐进入旺季，市场供应持续增加。

预计近期蔬菜价格将逐步进入季节性回

落区间。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58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0.35%。当前水产品市场供应

充足，需求平淡。预计近期价格以稳为

主，波动不大。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

水果零售均价为 9.54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 1.38%。随着气温升高，菠

萝、樱桃、芒果等时令鲜果上市量不

断增加。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在“帮扶”和“振兴”的
拐角处做好服务

本报讯（记者杨青）4月11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区

内，我国首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在“全球汇”线上平台

完成实单交易，标志着国家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业

务正式启动。

该试点是全国唯一一家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

于去年5月8日正式获批。目前，首批试点药品为已取得

我国境内上市许可的13个非处方药，分别为康腹止泻片、

和胃整肠丸、金牌风油精、樟薄玉香软膏、活络油、普济丸、

健妇胶囊、薄荷活络膏、薄荷护表油、岭南正红花油、岭南黑

鬼油、肚痛健胃整肠丸、四季平安油。

记者在实测现场看到，消费者下单支付，仅用2分钟，

药品就完成通关。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从医药仓库发货，快

递给消费者。药品上均贴有商品溯源二维码，扫码可查询

到药品基本信息、通关信息和物流信息，实现全链条、最小

包装可追溯。

据了解，消费者今后通过跨境电商方式购买进口药

品，线上可以通过“全球汇”网页端和微信小程序购买，线下

可以在中大门药店购买提货。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试点是对跨境

电商方式进口药品新渠道的积极探索，为国内消费者购

买进口药品开辟了更便捷的新路径。首批药品只是试

点的第一阶段，试点通过国家验收后，将为下一步扩大

试点品类、增加清单目录奠定基础，进一步满足群众的

医疗健康需求。

□本报记者李萌萌通讯员薛山

4月8日，鹤壁市淇滨区举行招商

引资重点项目网上集中签约仪式，31

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179亿

元。

近年来，淇滨区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时代主题，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要、

突出智造，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供应

链、要素链、制度链深度耦合，用“新”领

跑，用“数”赋能，用“链”超越；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积极开展“云上谈、网

上签、电话联”，紧盯目标任务不松劲，

确保招商引资不断线、项目推进不断

档，用心用情打造最优环境、提供最优

服务，吸引了京东科技集团、江苏匠威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乐信科

技有限公司、东莞市拓邦硕实业有限公

司、上海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才

道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

本次集中签约的项目投资体量

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从投资

体量看，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有

8个，从行业类别看，涉及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文化旅游、总部经济、现代

新兴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将为淇滨区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提供有

力支撑。

□本报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讯员朱丝语

“‘红色代办’服务真是太贴心了，

我们每天只需要在微信群里发一下家

里需要的物资，第二天‘红色代办员’

就会把东西送到家门口！”4月11日，

淮滨县新里镇董竹园村居家隔离的村

民陈玉梅说。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为了

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新里镇按照淮滨县委县政府

安排部署，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推出

“红色代办”服务，在全镇228个村民小

组，各选派一名“红色代办员”，每天收

集村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物资需求，

经村、镇汇总后，通过该县商务局建立

的“绿色通道”，统一采购运输分发，及

时配送到家。

“我家养的鸭子，这几天就要出栏

了，如果到时候不交付，不仅要赔偿违

约金，每天还要贴进去几千元的饲料

钱。”杨集村养殖大户陈洪新焦急地向

新里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反映。了解群

众诉求后，新里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在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前提

下，联系了运输车辆，使陈洪新饲养的

鸭子得以顺利装车外调。

“红色代办”服务，不仅让居家隔

离村民的生活物资得到保障，也使他

们生产出的农产品得以顺利销售，村

民们安心宅家抗疫。

□本报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吴双周传来

“您好，我们是疫情防控网格员。

请问您家几口人，有没有近日从外地

返回的人员……”4月11日，南阳市宛

城区汉冶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

访、摸排登记居民信息。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连

日来，汉冶街道精准施策、科学防控，

将辖区分为57个网格，每个网格确定

责任人和网格员，最大程度地发挥基

层工作人员的职能作用，筑牢疫情防

控严密防线。

疫情防控网格员利用熟悉辖区

环境和人员居住状况的优势，对所负

责网格内业主住户、出租房屋、沿街

门店进行地毯式排查。在入户走访

过程中，认真核实居民家庭成员情

况，用耐心与责任心换取居民的理解

与信任。

他们还通过“线上+线下”“室内+

户外”等多种形式，通报疫情消息、政

策信息及疫情防控知识等，营造了

“人人重视防疫、人人参与防疫”的良

好氛围。

同时，坚持定期回访，多渠道了解

居家隔离人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为他们提供买菜、买药、取快递、扔

垃圾等服务，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增

进了感情、收获了信任，为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坚实基础。

淇滨区

31个项目“云签约”
总投资额179亿元

工作人员展示线上下单流程 杨桂芳吴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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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院里藏着向往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田沅鑫）

今年以来，虞城县城关镇认真贯彻落实虞

城县关于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强调

以党建引领统战工作，充分发动各个阶

层，不断发现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不断

提升镇域经济发展软实力。

虞城县城关镇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力量
提升发展软实力

近期，疫情防控处在关键时期，为做

好洛阳销售网点安全运营工作，清明节后

第一天，洛阳市福彩中心党支部“我为站

点办实事”星光计划第二站启航，黄永宾

书记、郑春生副主任带领党员干部一行5

人赴新安县偏远销售网点，为业主送上防

疫物资（如图），并叮嘱站点人员要利用好

这些物资，切实做好日常的防疫工作。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以来，

洛阳市福彩中心在引导站点做好“优服

务”“展形象”的基础上，尤其注重发挥站

点自身优势，助力站点提升服务水准。组

织集中、线上、进站等业务培训；制作图

片、音频、视频等自媒体宣传内容供站点

在微信、抖音等平台宣传使用，提升公益

福彩形象。

下一步，洛阳市福彩中心将继续引导

中心全体员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树立福彩中心真心诚意服务群

众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群众对福彩工作

的满意度，进一步推动福彩事业高质量发

展。 （豫福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