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潘高
锋）“你好，大同路腾飞小区门口超市占

道经营，影响居民出行……”7月6日，得

到网格员马小丽的报告后，禹州市颍川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第一时间联合城管

人员和社区干部赶到现场，对超市工作

人员讲法律、讲政策、讲人情，并进行批

评教育，20分钟解决了经营扰民问题。

疫情防控、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矛

盾纠纷……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烦心

事，通过网格员很快就能解决成为颍川

街道为民服务的生动缩影。

去年以来，颍川街道拓宽网格化管

理服务内涵，创新为民服务新途径，对

网格员的考勤纪律、仪容仪表、职业道

德进行严格规定，让群众切身体会到大

小事务在网格内就能解决。

走在颍川街道的大街小巷，会不时

与穿着红马甲的网格员相遇。“看到网

格员，心里就特别踏实。”说起网格员，

居民们话语间透露着肯定与赞扬。

在颍川街道永和苑社区，既是网格

员又是调解员的张军义的“专家号”远

近闻名，“有事找老张，心里不发慌”成

为社区居民的口头禅。该街道创新推

出点名调解工作机制，筛选出了以张军

义、连建伟、张青山等为代表的一批责

任心强、工作能力突出的调解员，群众

可以通过点名邀请的方式，自主挑选专

职调解员为其调解矛盾纠纷。“有任何

需求打个电话，网格员随叫随到。”颍川

街道御湖湾社区居民张高举说。

今年 5月，受疫情影响，颍川街道

实行封控管理，1000多名网格员爬楼、

敲门、问需、摸排、登记、送温暖、讲政

策，变身代购员、送货员、服务员，服务

居民8万多人次，为群众筑牢疫情防控

的“安全墙”。

“前几天碰到网格员侯垒阳，向他

反映近期工作忙，学生放假没人看管和

辅导作业，没几天，社区就开展了免费

暑期志愿辅导活动，每周一到周六上下

午都可以把孩子送到社区，真是解决了

我的大难题。”颍川街道朱坡社区居民

孟静鸽由衷地说。

在颍川街道，“有事就找网格员”已

成为群众的共识。为推进网格化管理

机制走深走实，该街道着力构建四级网

格管理体系，根据社区人口规模和地域

分布合理划分网格，由包社区班子成员

任指导员，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网格

长，包社区机关干部任督导员，社区党

员干部任网格员，第一时间发现矛盾隐

患和居民诉求，在社区实现“办小事、报

大事”，在街道实现“办实事、办难事”。

通过织密四级网格服务体系，颍川街道

推动资源、管理、服务下沉，实现矛盾在

一线化解、风险在一线消除、服务在一

线体现，确保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有人听、有人管、有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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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坚持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交易业务工

作有机结合，实现两手抓、两促进，打

造廉洁高效、文明优质的公共服务形

象，助推公共资源交易事业跨越式发

展。该中心先后获得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优化营商环境十佳机构、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创新举措奖等20多项殊荣。

该中心推进“四转变”，持续提升

优质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搭建全程电子化交易平台，实现

交易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搭建“不

见面”开标平台，实现企业从“多跑

路”到“零跑腿”的转变。搭建全面监

督平台，实现从透明度不高到阳光交

易的转变。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实现

企业从融资难到融资易的转变。

（李洋董小峰）

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让文明之光照亮阳光平台

收有招收有招增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朱
璐）7月 5日，走进孟州市河阳街道东

葛村生姜种植基地，成片的生姜长势

喜人。为保障生姜丰产丰收，一大

早，清峰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便与务工群众一起来到田间劳作。

“目前我们正在通过田间浇水、

除草、施肥等，加强生姜管护工作。”

合作社负责人闫润明说，这个基地已

带动27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近年来，东葛村成立了清峰蔬菜

专业合作社，实现了生姜的种植、收

购、销售“一条龙”，带动并辐射本村

及周边乡镇的农民发展生姜种植。

清峰蔬菜专业合作社现有蔬菜大棚

60个，种植面积 200余亩，生姜种植

面积 400 余亩，每年蔬菜销售量达

1000吨以上，实现就业420余人。

“接下来，我们将发动群众，进一

步扩大种植面积，打造东葛生姜品

牌，逐步向深加工方面发展，提升产

品附加值。”东葛村党支部书记闫大

忠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近年来，河阳街道立足“一村一

品”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该街道缑村拥有村级企业 68

家，形成了生物化工、橡胶制品、塑料

加工等主导产业，年集体经济收入

超 200 万元；梁村围绕锁具加工，培

育大小企业 30 余家，形成锁具发展

聚拢地；梧桐村、北何村依托城中村

优势，盘活闲置地块，支持城市开

发，建设出租门面房，形成稳固的集

体收入。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

许金安 通讯员刘静 刘鹏程）“我是栾

川县协心村王更余，这家烧烤炉子真

新奇……醉美栾川陶湾协心村，乡村

振兴大步向前奔！”7月 7日，抖音“主

播”王更余更新了文案。

近年来，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依

托绿水青山生态优势，大力发展运动

康养乡村旅游产业，先后获得“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国家森林乡村”等“国字号”金字

招牌，旅游是该村的支柱产业。

为拉长产业链，去年，村里建起

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主要加工玉米

糁、橡子凉粉、百合粉等。土特产季

节性强，一年有8个月闲置，为发挥资

源效益最大化，今年年初，村里动员

返乡党员周红军承包了工厂，投资

100余万元，购置了高端数码机床设

备，生产高端烧烤炉、机械零部件、精

密铁艺以及加工旅游网红产品等。

“一厂两用”，不但让村集体多增加收

入5万元，还带动20人就业。

为提高知名度，打开产品销路，

协心村探索了“乡贤返乡+网红经济”

的乡村运营模式，让工厂和本村拥有

40万粉丝的抖音“大咖”张琳琳、新晋

网红王更余合作，将产品设计、切割

制作、网络展示和抖音推广相融合，

蹭“网红”热度，搭“电商”快车。

5 月 20 日以来，王更余创作了

“网红”烧烤炉抖音文案30多个，抖音

播放量超 40万次，现场咨询、电话订

购200人次，成交400余套，不少外地

“网红”有了带货销售合作意向。

协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景甫说，本村“网红”更懂本村产

品，“网红”烧烤炉是村里网销的初体

验，下一步，将持续鼓励引导通过网

络平台，宣传推广旅游康养、土特产

品等，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海楠）“扶姐，你这慌慌张张地去哪

儿？”“上课啊，我可得占个好位置，争

取早点把中式烹饪师证拿到手！”7月

5日一大早，家住宝丰县李庄乡翟东

村的马扶走出家门，不到5分钟，便来

到翟东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培训室。

“一想到拿证后就能底气十足地

找个好工作，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马

扶兴奋地说。

马扶今年52岁，由于缺乏相关技

术，平时只能干些粗活，收入不高。

如今，技能培训班办到了家门口，自

己不出村就能免费学技能，她第一时

间报了名。马扶口中的“上课”也正

是这个培训班，和她一起参加培训的

还有另外40多名学员。

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

拓宽就业渠道，李庄乡联合宝丰县同

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分别在26个村

（居）依次开设免费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班，设置中式烹饪、家政服务等群

众感兴趣的培训项目，采取集中授

课、现场指导、观摩学习等培训方式，

让群众就近就地参加培训。

“孩子上大学了，在家闲着没事，

正想着干点啥来增加点收入。这次

培训，让我找到了方向。”翟东村村民

马秀敏说，她打算在家附近开一个卖

早点的摊位，这样既能赚钱，还不耽

误照顾家。

在李庄乡，像马秀敏这样的农村

劳动力不在少数，他们很想通过一技

之长为家里增加收入，又无从下手。

“开设培训班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提

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尽早走上适

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李庄乡社保所负

责人张亚辉介绍，这次技能培训以“人

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为契机，旨在

推动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据了解，此次系列培训班每个班

次培训时长为 7天，共开班 6期，培训

410余人次。

“李庄乡将紧紧抓住‘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机遇，组织更多的农村劳

动力参加各类技能培训，千方百计为

村民搭建就业桥梁。”该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冯宇航说。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张辉张志军

“现在我们院环境优美，和志华姐

的无私奉献分不开。”7月 5日，家住许

昌市建安区许由街道利民社区 131号

院居民张喜灿说，他在这个院住 20多

年了，亲眼见证了它的变化。

张喜灿说的志华姐叫禄志华，今年

69岁，18岁入党，党龄 51年，曾在许昌

市建安区苏桥镇禄马村、东城区邓庄乡

妇联、建安区政协任职，2002年退休。

随后，她跟随儿女在外地生活。

“2019年 10月，我回到许昌，发现

院子垃圾遍地，环境很差。我当即请人

来打扫，后来自己也加入其中，很快，院

子恢复了整洁。”禄志华说，这样的状况

并没有持续多久，院里很快变回了老

样子。

禄志华意识到，只有成立业委会，

大家一起参与才能管好共同的家园。

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小区的业委会

很快成立，禄志华被推选为业委会主任。

上任后，禄志华首先从业主反映强

烈的环境卫生问题着手，购买了 10多

个大垃圾桶，解决了小区垃圾乱堆乱放

问题，并安排专人定时打扫卫生。她还

与电力部门协调，为院内的每栋楼安装

了新的照明灯，组织人员粉刷墙壁，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今年年初，为居民的

安全着想，禄志华自费为小区装上了自

动门禁。

2020年以来，每次疫情来袭，禄志

华都冲在第一线，组织院内党员和门卫逐

户排查登记外地返回人员信息，开展卫生

消毒，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为了保证疫

情期间生活不受影响，她还自费购买了

750公斤娃娃菜免费送给小区居民。

协调解决水电路改装问题、帮助群

众办理房产证、调解邻里矛盾……禄志

华就像一个大家长，把小区居民的每一

件事都当成自家的事来做。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冒停哥，这么热的天还

在修井，现在又用不着。”“这

井不修就废了，几十亩地一到

抗旱就没有办法了。”7 月 5

日，在商水县舒庄乡乔庄村，

满身被汗水浸透的 68岁村民

乔冒停将电动三轮车上的砖

渣一锨接一锨地倒入塌陷的

机井坑里，过往的村民看了无

不称赞。

乔冒停正在修的这口机

井已有10年历史，距离他家农

田不远。半个多月前，这口机

井突然塌陷，井管周围出现 2

米多深的大坑，不仅抗旱不能

使用，而且有极大的安全隐

患。

乔冒停实在放心不下这

口隐患井，就开着电动三轮车

将自家的废弃砖渣拉了 4车，

将机井井管周围塌陷的大坑

填了起来。因为井管塌陷后

低于地面近 2米，乔冒停又开

着电动三轮车跑到 20公里外

的县城花120元钱买回两节水

泥管，安放到机井内。

说起他自费修井的事，乔

冒停说：“如果不修，机井就报

废了，实在可惜。做好事利己

利民，有啥不乐意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7月 6日，鲁山县磙子营乡里沟村，

今年52岁的农妇杨玉琴在给邻居范根

擦背。对这个重病卧床、盛夏稍微有点

异味的大男人，杨玉琴没有丝毫嫌弃。

“一年多了，杨玉琴照顾范根从来

没有抱怨过，村里人都很感动，说是亲

人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杨玉琴真是个

好心人。”里沟村党支部书记刘权说。

范根今年 59岁，父母早亡，也没有

兄弟姐妹，孤身一人的他早年曾外出谋

生，但因没有技术，老实本分，没挣到多

少养老钱。

2021 年春节过后，得了大病的范

根只好返乡就医。“回来在乡卫生院住

院 19 天，就是杨玉琴在医院里伺候

的。虽然保住了命，但还是落下了偏瘫

的后遗症，杨玉琴二话不说接着伺候

他，一直到现在。”刘权说。

“根哥得了病，作为老邻居，不能眼

睁睁看着他没人管。他还没到 60岁，

乡里敬老院不接收，我就站出来帮一

把。”杨玉琴淡淡地说。

嘴上说着简单，但照料一个瘫痪病

人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一天三顿送

饭；范根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虽然现在

有尿不湿，但天天换也很麻烦。为了避

免范根身上和被褥有异味，杨玉琴还每

隔三五天把他的全身用温水擦洗一遍，

隔一段时间就给他拆洗被褥。

“虽然范根以前有低保金，现在县

里又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按照有关规定

给他办理了特困人员补助，但这所有

补贴加起来一个月也不到 1100 元。

伺候一个像他这样的瘫痪病人，目前

在农村每月最少也得 2000元，即使这

样很多人也不愿意干。村里人都说杨

玉琴是个好心人，一般人根本坚持不

下去，也从来没有人说她的闲话。”刘

权说。

在杨玉琴的精心照料下，目前范根

身体状况不错。“要不是玉琴照顾，我早

就到那边去了（农村土话，意思是早就

不在人世了）。”范根不停地念叨说。

乡村乡村 人人好

赋能网格微治理释放大能量
禹州市颍川街道网格化管理解民忧办难事

孟州市河阳街道

“一村一品”助推产业发展7月6日，淅川县老城
镇冢子坪村的千亩杏李成
熟上市，务工人员正在对杏
李分拣装车。今年，冢子坪
村的杏李大丰收，果子还没
成熟就被辽宁的客商订购
一空。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王立伟 摄

栾川县协心村

本村“网红”带火土特产

宝丰县李庄乡

家门口培训引领技能就业

乔冒停修井
鲁山农妇杨玉琴 长期照料瘫痪邻居

许昌退休老党员禄志华 乐当小区大家长

7月6日，位于渑
池县英豪镇东马村北
岭的鑫地果蔬生态庄
园，工人正在采摘成熟
的红芭拉多葡萄。

陈小锋 摄

惹人醉
葡萄飘香

3D奖上奖，天天乐不停。为回
馈 广 大 彩 民 ，7 月 11 日（3D 第
2022182期）起，河南福彩在全省范
围内，针对福彩 3D 开展 2000 万大
派奖活动，预计派奖 40 期，奖金派
送完为止。

派奖期间，针对“单选”“组选
3”“组选6”进行派奖，其中“单选”奖
金增加 360元，单注奖金由 1040元
增加至 1400元；“组选 3”奖金增加
134 元，单注奖金由 346 元增加至
480元；“组选 6”奖金增加 67元，单
注奖金由173元增加至240元。

据了解，福彩 3D是指以 3个号

码排列或组合进行投注，投注号码
由 000~999 组成，分别为百位、十
位、个位；投注方式分为“单选”“组
选”“1D”“2D”“通选”“和数”等。其
中，“单选”为3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
方式投注；“组选”为3个号码的所有
排列方式作为 1 注进行投注，分为

“组选3”“组选6”。
此次派奖活动，2000万元派奖

金派完为止，若在最后一个派奖日
派奖金额不足，则从调节基金增加
派奖奖金进行补足。派奖活动来
袭，赶紧准备行动收获更多好运
吧！ （豫福）

福彩送惊喜，好运不间断。近日，
河南彩民接连命中双色球、快乐 8大奖，
一周之内迎来2注双色球一等奖、2注快
乐8一等奖，其中正值快乐8亿元大派奖
期间，幸运彩民收获超值奖金，再现大奖
福地。

数据显示，快乐 8第 2022168期，邓
州彩民单式投注收获 1注“选十”大奖，
正值派奖期间，多得派奖奖金500万元，
收获总奖金 1000万元，出自邓州市仲景
路教育路 41630126 投注站；双色球第
2022073期，郑州彩民复式投注命中1注
头奖，总奖金825万元，出自郑州市金水
区经五路金水路北41011557投注站；快
乐8第2022173期，郑州彩民复式投注命
中“选十”大奖，恰逢亿元派奖，收获超值
奖金1008万元，出自郑州市商贸路东张
庄 社 区 41010390 投 注 站 ；双 色 球 第
2022075期，郑州彩民复式投注收获1注
头奖，总奖金794万元，出自郑州市金水
区林科路经二路41010342投注站。

大奖开出后，幸运彩民接连现身领
奖。“中奖的感觉不错。”郑州快乐8大奖
得主刘先生（化名）在领奖现场，分享中
奖经历。据了解，他是老彩民，购买福彩
多年，对于中奖他十分自信。“一个朋友
之前中过二等奖，我曾亲眼见证，之后就
一直坚持买彩票。”刘先生说，去年快乐
8上市河南后，他就一直参与购买，并坚
持机选投注。“中不中奖都是运气，既然
大奖是真实的，那么我机选肯定也能中
奖，所以就试一试，这不大奖就来了。”

同样，邓州彩民收获快乐 8大奖后，
南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投注站，
在祝贺大奖中出的同时，将以此次大奖
为契机，加大宣传，提升服务，凝心聚力，
筹集更多福彩公益金，为社会公益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悉，目前 4注一等奖均已被领走，
几位大奖得主在领奖的同时纷纷表示，
会继续购彩，支持福彩公益事业，也希望
更多彩民收获属于自己的好运。（豫福）

2000万元河南福彩3D大派奖来袭

7天4注福彩大奖河南彩民接连迎来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