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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

体平稳运行。

猪肉价格震荡下行。上周全省肉类

零售均价为62.2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77%。其中，猪肉（后腿肉）零售均价为

24.14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66%，较

上年同期下降51.59%；牛腿肉零售均价

为80.1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93%，

较上年同期上涨0.64%；羊腿肉零售均

价为 82.32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94%，较上年同期上涨5.04%。从供应

看，生猪出栏惯性增加，市场供应依旧宽

松；从需求看，当前正值猪肉消费淡季，

加之受疫情影响，终端消费支撑动力不

足。预计近期猪肉价格继续大幅下跌的

可能性不大。

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10.01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5.48%；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01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47%。由于饲料、流

通等环节成本上涨，叠加终端储备意愿较

强，鸡蛋需求增加。随着“五一”消费提

振，预计近期鸡蛋价格仍有小幅上涨压

力，节后价格或将企稳回落。

粮油价格稳中有降。上周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为4.95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 0.2%。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

16.94元/升，较前一周下降0.35%。国

际粮价持续高位，国内粮价承压运行。

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降幅扩大。上周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6.46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4.86%。黄瓜、西葫芦、辣椒、茄子、

青椒、莴笋价格有所下降，西蓝花、土

豆、冬瓜、胡萝卜、白萝卜、莲藕价格均

有上涨。气温回升，本地蔬菜长势良

好，上市步伐加快，市场供应数量和种

类明显改善，价格降幅扩大。预计近期

蔬菜价格将继续呈季节性回落态势。

水产品价格略有下降。上周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8.49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0.31%。其中大黄鱼、鲫鱼、对

虾价格下降，鲢鱼、鲤鱼、大带鱼价格上

涨。当前水产品市场供应充足，需求平

淡。预计近期水产品仍将维持现有价

位呈窄幅波动态势。水果价格小幅上

涨。随着新一季水果陆续上市，预计后

期水果价格将逐渐回落。

近日，林州市邮政分公司河顺支局

投递员魏子焱,被林州市文明办授予

“林州市疫情防控期间优秀志愿者”荣

誉称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为保

障党报党刊、机要邮件的寄递网络畅

通，确保当地群众网购的各类物品物资

及时投送到位，魏子焱坚守岗位、加班

加点，第一时间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

层，并根据客户需求自发开启不定期投

送模式，尤其是保障山区村民的基本用

邮需求。

魏子焱还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捎

买生活用品，代缴各类生活费，深受广

大群众好评。林州市河顺镇申家垴村

70多岁的申大爷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家

中只有他和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伴。今

年疫情防控期间，魏子焱隔三岔五来到

申大爷家，看看老两口的生活物品是否

短缺、常用药品用不用买。申大爷在北

京工作的女儿深受感动，主动添加魏子

焱的微信，对他表示感谢。

今年1月份，林州市连续多日普降

大雪，魏子焱负责片区的邮路地处深

山，积雪没过脚踝，投递环境艰苦，邮递

车只能开到半山腰。为保证村民的快

递邮件及时投送到位，他坚持每天提前

两个小时到岗，开车无法到达的村庄，

他就抱着邮件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前

往。看着及时送到手中的生活用品，群

众对他伸出大拇指连连点赞。

（常慧）

猪肉价格震荡下行
鸡蛋价格持续上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俊鹏王涵儒）4月16日，

走进叶县洪庄杨镇唐马现代农业产业园，只见白色瓜菜大棚

及智能化温室一座连着一座。大棚内，嫩绿的蜜瓜秧在阳光

照射下舒展茎蔓、开花坐果，第一茬蜜瓜预计“五一”前后成熟

采摘。

“我们采取‘公司+集体+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村集

体整合土地资源，我们负责前端种植、技术指导和末端的销

售，按照投资比例分红，实现共赢。”唐马现代农业产业园技术

员王景涛介绍道。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活干，能挣钱，能顾家。”洪庄杨镇唐

马村村民王春丰开心地说。

截至2021年年底，洪庄杨镇大棚瓜菜面积已达1200多

亩，初步形成“两瓜一菜”特色种植模式，实现了一年四季瓜菜

循环种植，不仅带动200余名村民家门口务工就业，人均年收

入1.5万多元，而且还带动白庄、小庄等8个村通过发展大棚种

植增加集体收入。

近年来，叶县坚持把做大做强产业作为推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按照“县有支柱产业、乡有主导产业、村

有特色产业”的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同时，借助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东风，

以“产业园+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乡村振兴产业带为

主线，规划建设任店镇韭菜产业园、龙泉乡食用菌产业园、常

村镇艾草产业园、廉村镇辣椒产业园等。

目前，叶县已初步形成畜牧养殖、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电

商流通、光伏产业和特色加工六大支柱产业，任店镇月庄村、

龙泉乡草厂街村先后被农业农村部评审为“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黄春
龙）“这两千块钱您一定要收下，不然的

话我心里过意不去。”4月16日下午，周

口市淮阳区万正龙湖城小区业主张女

士向一位保洁员连声道谢，并掏出2000

元作为谢礼恳请对方收下。

提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业主张

女士显得格外激动。原来当天上午他们

家在进行大扫除的时候，其母误把装有7

万元现金的白色塑料袋与其他垃圾一起

装进大袋子里拖到了小区垃圾箱旁边。

小区保洁员李索梅在清理垃圾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这笔数额巨大的现金，在

原地等待失主一个多小时无果后，便上

交到了小区物业经理办公室。

“当时看到塑料袋里有好几沓现

金，我也没敢打开数数，想着失主知道

丢钱后肯定很着急，所以我就站在原地

等待认领，直到下班都没有见到人。现

在物归原主，我心里也非常高兴。”李索

梅说道。

据了解，李索梅只是万正龙湖城小

区一名普通的保洁员，每个月的工资仅

有1000多元，7万元现金，就算她不吃

不喝也得攒上好几年的时间。

在片区民警的见证下，李索梅把现

金如数归还到失主张女士手中，并婉言

拒绝了2000元谢礼。而对于员工这种

拾金不昧的举动，物业公司也当场给予

了1000元的奖励。

□本报记者孙玮通讯员许园园

基础设施老化、楼顶漏水、道路破损、

杂物垃圾肆意堆积、线缆水管杂乱交叉、

绿化残缺、停车难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

扰着洛阳市莲花寺街片区2807户居民。

作为住建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全

国百个试点案例项目之一，今年年初，中建

五局河南公司通过“IP打造+文创街巷”相结

合的方式，对莲花寺街片区建筑外立面重新

粉刷修饰，对小区内部空间重新设计归置，

改造翻新道路围墙、雨污管网，增设车棚车

位、消防用电，提升配套设施、环境绿化。

3个多月后，整个小区旧貌换新颜。

该项目建设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区居民

的高度称赞。

“经常来踢球和打羽毛球。”4月15

日，在刚改造的港二区健身运动广场，10

岁的儿童瑞瑞向记者说。

“以前是水泥地面，还有台阶，小孩

一不小心就容易绊倒。现在都改成了塑

胶的，跑跳的时候即使摔倒也磕不坏，广

场也变宽敞了。”瑞瑞妈妈说。

该社区自去年10月底开始，对楼顶

防水、小区道路、路灯照明、绿化补植等

项目进行了改造提升。

据悉，洛阳市光华路24号一家属院

因院子小、楼龄长、基础条件差饱受诟

病，中建五局河南公司因地制宜，制订出

“菜单式”改造方案。该项目整体沿用传

统建筑风格，采用冷色系、可塑性强的一

体板，对居民楼外立面进行粉饰翻新，小

区内采用暖色系、质感亲和的真石漆，以

打造多元的城市居住形象。同时完善配

套管网设施，规范空间和道路，对围墙、

大门、水塔进行全新改造，对部分破损围

墙进行二次改造、绿化设计，实现拆墙透

绿、空间共享。

洛阳市诸多宜居项目的成功建设，

与中建五局河南公司城市共建者的长期

发展定位密不可分。

“城市更新是提升广大群众幸福指数

的一项重大惠民措施，中建五局河南公司

作为建筑央企，始终把质量和服务作为生

存之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国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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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不过千元 捡到巨款7万
周口市淮阳区保洁员李索梅拾金不昧归还失主

林州投递员魏子焱

穿行山区传递温暖 匠心打造幸福宜居家园
中建五局河南公司助力洛阳老旧小区“菜单式”改造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晓
灿 王东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

月18日，记者从禹州市获悉，今年以来，

该市在山区乡（镇）大力开展植树增绿行

动，加强生态修复，守护绿水青山，无梁、

浅井、苌庄、神垕等重点乡镇已植树增绿

修复矿山近2400亩。

禹州市按照“谁开采谁治理、谁破坏

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压实镇、

村、企业工作责任，深化“三山”（露天矿

山、废弃矿山、绿色矿山）综合整治力度，

采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分类施策、分

类治理等措施，因地制宜实施矿山生态

修复植树增绿，最大限度减少裸露地面，

消除或减轻地质灾害隐患。

为了加大山区乡镇宜林荒山荒地造

林和困难地造林力度，去年冬季以来，该

市专门出台了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

号召在外成功人士、本地大型企业捐资

捐物，积极投身家乡生态建设中来。在

镇、村两级实施分片定责机制，责任到

人，确保栽得上、有人管、能成活，不断加

快山区绿化步伐，切实提高森林覆盖率，

筑牢山区绿色生态屏障。

该市持续加大山区生态经济林建设

力度，不断扩大栽植面积，实施规模化经

营。今年已新增果树种植1200余亩，特

色经济产业发展绿了青山、富了群众、美

了家园，群众“钱袋子”鼓了，植树增绿的积

极性也越来越高，有效助推了乡村振兴。

同时，该市还培育出了苌庄镇玩花

台村梨树基地、磨街乡刘门村柿树园、神

垕镇苗家湾村柿树园、方山镇杏山坡村

杏树基地等一大批特色经济产业，生态

建设与产业发展良性循环，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日益提升。

禹州市 绿了青山 鼓了“钱袋”

办实事我为群众

豫见快乐8，幸运连连看。为进一

步回馈广大购彩者，提升快乐8的影响

力，2022年4月25日起，河南福彩开展

1000万元快乐8赠票活动，赠完为止。

活动期间，全省范围内凡以“4胆全

拖”方式购买快乐 8 选五玩法，每张

（152元）彩票将获赠一张面值48元的

快乐8选二玩法彩票（机选3注单式8

倍），由销售设备自动随机出票。此外，

为确保赠票顺利出票，活动期间快乐8

游戏选五玩法“4胆全拖”（152元）彩票

只支持单倍销售。

众所周知，选五“4胆全拖”是快乐8

的“网红玩法”，因选号简单、中奖概率高

等特点，备受彩民追捧，不断送出惊喜好

运。此次派奖期间，单张获赠3注8倍选

二玩法彩票，意味着即使其中1注选二

号码中奖，便可收获8倍奖金，共计152

元。如果同时选五“4胆全拖”也中奖，赠

票也中奖，可谓是惊喜多重，幸运连连。

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据悉，自

去年1月 8日福彩快乐8上市河南以

来，不断为河南彩民送来好运，目前河

南彩民已收获快乐8一等奖11注，分落

开封4注、郑州2注、南阳3注、洛阳1

注、许昌1注。简单又好中，惊喜500

万，赶快行动参与，收获属于自己的好

运吧！ （豫福）

幸运连连看
河南福彩快乐8开启1000万元大赠票活动

福彩3D游戏 许昌彩民收获239万元

4 月 13 日晚，福彩 3D 游戏第

2022093期开出号码“633”，许昌彩民

喜中直选2300注，奖金高达239万元。

这也是许昌市中出的3D游戏最高奖，

中奖站点出自文峰中路的41100041福

彩投注站。开奖次日，大奖得主来许昌

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

据彩民李先生（化名）介绍，自己是

一个老彩民，经常购买福利彩票，“633”

是自己的幸运数字，4月13日下午，他

像往常一样来到福彩投注站购买彩票，

冥冥中感觉当晚的3D大奖号应该是

“633”！他当机立断，并且多倍投注，说

干就干，这份决心令人佩服。结果当晚

3D开奖号码果真是“633”。跟媳妇高

兴得一晚都没有睡好！

至于这笔奖金，大奖得主说自己暂

时没有规划，不过以后还会继续购彩，

为福彩公益事业作贡献。

彩民朋友心里有灵感的时候，一定

要相信直觉，有当机立断的勇气，说不定

你就是那个幸运儿，可以收获幸运呢！

福彩温馨提示：理性购彩，量力而

行。 （许昌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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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黄县马上乡党委以党建引领，通过土地流转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统一技术培训、统一提供小额贴息贷款、统一销售，切实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该乡今年种植的4万亩大棚甜瓜将在“五一”前陆续上市。图为4月18日，东马上村党支部书记冯庆彬（右）和种植大户张燕民在大棚里查看

娇红4号、天美55和博洋9号新品种甜瓜长势。 翟书生刘楠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