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5日，在汝州市焦村镇颜楼村
的汝州市凤凰山蟠桃种植基地里，村民
在采摘蟠桃。该基地共种植蟠桃500
亩，有22个品种，采摘期达4个月，每天
参与采摘的村民达30余人。通过示范
带动作用，当地已发展蟠桃种植户100
余户、种植蟠桃300余亩。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崔高阳 摄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
敏王可）“这是最后一车，20亩的‘黄

桃-83’销售已经结束。再过一周，60

亩的‘黄桃-5’开园，请各位客商把握

好收购时间。”7月 23日上午，白兴华

忙完装车，随即拿起手机，拍短视频通

知客商。

白兴华是太康县人，1990年从南

阳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逊母口镇园艺

场工作。

“刚一上班，那‘吃香’得很，负责

全县的果林苗木繁育、病虫害防治等

工作，不是被请走讲课就是受邀参加

调研，在领导面前面子大得很。”提及

原来的情形，白兴华侃侃而谈。

后来，随着果树老化、品种更新不

及时，园艺场的效益大幅下降。园艺

场职工就把果木砍掉，年龄大的在家

种庄稼，年轻的跟随“打工潮”外出务

工，园艺场热闹景象渐渐退去。

2015年，白兴华创办兴华家庭农

场重拾旧业，发展果树种植产业。他

联合几名园艺场老员工，从安徽砀山引

进黄桃品种，并带领周边群众种植了

120亩。他们的生活也随着桃树的发

芽、开花和结果，悄然发生着嬗变。

2019年，白兴华的儿子白鹏程从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园林艺术专业毕

业，同样对黄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白

鹏程为黄桃园的黄桃产业制定了营销

规划：桃树开花的时候，免费开园，为

群众提供春游赏花场所，凝聚人气；挂

果的时候，免费进行培训，提升名气；

收获的时候，开展采摘、农事体验等活

动，同时，组建黄桃产业专业服务队，

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从挂果开始，我就在这收购黄

桃，已经三四年了。这儿的黄桃质量

好，个头大，甜度高，做出的罐头品质

和卖相都比其他地方的好很多。”安徽

客商徐广岭竖起大拇指。

“现在是盛果期，亩产量在 7000

斤左右，客商收购价每斤1.5元，再加

上群众采摘，一亩轻轻松松收入达万

元以上，我自己就种了26亩。”园艺场

老员工董宝珠言语中充满自豪。

对此，65岁的孟碧霞同样深有感

触：“从正月到十月都有活干，管理桃

树的时候一天80元，收获的时候一天

150元，在家门口一年就能挣3万元。”

“未来，我们将以黄桃园为基础，

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优化果树栽植技

术，加强园区管理，申报特色品牌，打

造绿色种植基地，朝着规模化、订单

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让黄桃产业名

震四方。”白兴华信心满满地说。

父亲负责种植儿子负责营销
太康县这对黄桃种植“父子兵”真赞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
勤玲）7月25日，在汝南县三门闸街

道赵庄社区二八佳人丝瓜种植基

地，一根根碧绿的丝瓜长满藤蔓，挂

满棚架。工人们有的忙着采摘丝

瓜，有的在修剪黄叶，去除多余的藤

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该种植基地是赵庄社区村民何

计划2018年投资建设的。据介绍，

他开始只种植几亩丝瓜，通过采取

套种西葫芦、西蓝花等蔬菜立体种

植模式，亩产效益可达万元。前年

他流转土地 200多亩，成立了驻马

店市入画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带

动几户村民一起种植，今年丝瓜种

植面积有60多亩。

“你看，这个丝瓜，才长一天就

长这么大，再过两天就可以采摘

了。”种植户何计划指着一个小丝瓜

纽介绍说，这段时间，风调雨顺，丝

瓜长得非常快，从吐纽到成熟，只要

3天，如果晚摘一天就老。为保证

丝瓜的新鲜口感，他每天都雇几名

村民帮助采摘。

“丝瓜旱涝保收，不但好种，不

生病虫害，且挂果期长，产量高。每

年从6月初开始卖，直到9月初。长

达3个月的挂果期，亩可达万斤，销

售额可达15000元。加上套种的西

葫芦、西瓜和第二茬种萝卜、白菜、

西蓝花等蔬菜收入，一亩地收入轻

松能达到2万元。而且丝瓜全身都

是宝，前期卖嫩丝瓜，老丝瓜卖丝瓜

络，后期罢园时还可以卖丝瓜水。

丝瓜络还可以加工成鞋垫、蒸馍垫、

坐垫等环保产品，丝瓜水能加工成

洗发水、护肤液等化妆品，生产前景

十分好。”说起种植丝瓜的好处，何

计划滔滔不绝。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会
敏）7月 21日，舞钢市矿建街道赵案庄村

试种的2亩茄子喜获丰收，硕大的紫茄子

沉甸甸挂满枝头，惹人喜爱。

“这茄子一定会卖个好价钱！”有人推测。

“先给群众发福利，剩下的再拿到市

场上卖！”几天前，赵案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幸福通过召开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会

议，表态决定。

“先给群众发福利？这幸福书记是真

傻啊！”有人不解。

近段时间，舞钢市疫情形势严峻，部

分区域实行了道路临时管控措施，群众的

生活物资只能在本地购买。对于蔬菜种植

大户来说，足不出户就有大超市来联系，而

赵案庄村集体试种的茄子虽说只有2亩，

但并不是普通的茄子，而是施用碳氢核肥

的跃光茄子，已在其他地方试种好几年了，

这种茄子不仅高产，而且彻底改变了农药、

化肥、激素等残留，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食

品，口感极佳，在大超市试卖供不应求。茄

子6月22日进入成熟采摘期后，已陆续有

大小超市过来洽谈生意，正值销售前景大

好之时，李幸福却不按常规“出牌”，而是暂

停销售，先给村民发福利，这着实让人费

解。

“试种茄子就是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现在疫情严峻，把茄子给群众发福利，急群

众生活所急，干群关系一定会更密切。不

然，不管群众生活只顾眼前利益，也就违背

了乡村振兴的初衷。”李幸福解释道。

就这样，到 7月 21日，赵案庄村 9个

村民小组长各自把本组的茄子拉回，按照

每户 5斤的标准送到每家每户门前，560

户群众都吃到了免费茄子。

舞钢市赵案庄村
村民乐享“茄子宴”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7月23日，沈丘县付井镇王

营村佳依服饰有限公司“巧媳妇”工

程示范基地，伴随着缝纫机“嗒嗒”

作响，工人们按照防疫标准，在流水

生产线上忙着裁剪、缝纫……

佳依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周彩丽

和往常一样，早晨7：50准时来到服

装加工车间，和同事一起坐到缝纫

机旁，开始一天的工作。

佳依服饰有限公司是河南省

“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今年39岁

周纳纳是公司的负责人。

“俺创办‘乡村振兴车间’之所

以选择服装加工，主要是因为服装

加工技术要求低，在家的姐妹经过

简单技术培训，就能持证上岗。”周

纳纳说，农村妇女在这上班，一般月

收入 3000 元~4500 元，技术熟练

的，月收入能达6000元~8000元。

近年来，该镇出台优惠政策，吸

纳外出打工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创办

“来料加工”微小工厂，并在微小工

厂落地中，细化服务措施，着力解决

微小工厂面临的资金、用工等问题，

努力促进群众增收、集体增益、企业

增效、产业增强。

“通过引导企业配套下乡、特色

产业、特色农业就近加工、就地生

产，让企业将生产环节中用工量

大、技术门槛低的工种，在镇域村

头布局设点，创建‘乡村振兴车

间’，既解决用工难题，又节约了投

资成本，为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提供平台。”付井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李占伟说。

汝南县三门闸街道 丝瓜种植效益高

沈丘县付井镇 乡村微车间增收“梦工厂”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7 月 22

日，渑池县英豪镇英西村党支部书记

赵猛在和村干部一起研究村中河道

改建养鱼塘的规划。刚刚上任一年

半的赵猛是一名退役军人。

2014年，赵猛参军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在陕西省第三监狱负责

安全保卫。2016年6月，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6年9月退役后，赵猛先后卖

过保险，从事过金融服务；2018年与

人合伙开了一家火锅店，因不懂经

营，反倒赔了钱。2019年 4月，经过

多方考察，他与两位朋友一起在三门

峡市开了一家跨境电商，经销辣椒

酱、手机壳、数码线、鞋套等 60多种

商品，主要销往英国，10个月下来就

挣了20余万元。

正当赵猛雄心勃勃地想要干一

番事业的时候，2021年年初，英西村

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村里的几位老

党员纷纷动员他回村里参选：“咱村

有57名党员，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偏

低，你是一个经过部队大熔炉锻炼的

年轻党员，一定能把这副担子挑起

来！”

2021年 1月 25日，在英西村党

支部换届投票选举中，赵猛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此时的他年仅27岁。

上任后，赵猛得知，村里唯一的

自然村——沙村，130多户村民连自

来水还没有吃上。经过调查，原因是

村民之间有矛盾，导致输水管道无法

通到沙村。赵猛和村“两委”干部多

次上门拜访、开导，终于解开了群众

之间的疙瘩，化解了矛盾。2021年

11月，输水管道完成铺设，沙村群众

终于吃上了洁净的自来水。2022年

7月，通过申报一事一议项目，赵猛还

在沙村及通往沙村的道路旁安装了

46盏路灯，群众再也不怕走夜路了。

“英西村共有沿街商铺 135家，

现正在对每家商铺的门头进行统一

改造；村里准备采取群众入股的方式

建一个面粉加工厂，并吸引外地商户

入村办厂兴业；还要筹建 30多个蔬

菜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村里一条

两公里长的河道改建成荷花池、养鱼

塘的规划也在进行中。希望能通过

多种渠道改善英西村的人居环境，壮

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赵猛

充满自信地告诉记者。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开封市祥符

区陈留镇把“五星”支部创建与人居环

境整治、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有机融

合，形成了“党委统筹、党支部引领、党

员带头、群众参与”的“五星”创建新模

式，掀起“五星”支部创建热潮。

“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开展至今，

该镇已组织 200余名镇村干部、200

名保洁员，发动群众800余人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先后出动大型机械

100余次，共整治水塘 42个、渠道 7

条、清淤 10 吨，人居环境呈现新面

貌；组建了29个“夜间巡逻队”，深入

各村开展巡逻、隐患排查、纠纷调解

等工作；利用微信工作群推送信息

50余条，让平安意识深入人心，营造

人人创建、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

围。 （王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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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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大派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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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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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派
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赶紧行动
收获更多好运吧！ （豫福）

2000万元！
河南福彩3D大派奖火热正进行

产业为基 夯实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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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价格涨幅缩小。上周全省

肉类零售均价为67.34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 0.16%。其中，猪肉（后腿

肉）零售均价为 34.51元/公斤、牛腿

肉84.42元/公斤，较前一周分别上涨

3.91%、0.07%；羊腿肉零售均价为

83.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22%。

本轮猪肉价上涨主要是恢复性、季节

性上涨，叠加生猪市场非理性压栏等

原因形成的。目前生猪产能处于正

常合理水平，后期猪肉市场供应有保

障，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动

力。

蔬菜价格小幅回升。上周全省

蔬菜零售均价为 5.55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1.09%。生菜、黄瓜、洋葱、

生姜、韭菜、莴笋均有上涨。近期我

省高温降雨，强对流天气频繁，蔬菜

生长缓慢，货源略有收紧，采摘成本

增加，收购价上涨，预计蔬菜价格将

呈稳步回升态势。

鸡蛋价格持续反弹。上周全省

鸡蛋零售均价为10.21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4.08%；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8.45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2.5%。

高温湿热天气，蛋鸡产蛋率下降，市

场供应收窄。预计近期鸡蛋价格或

将延续涨势。

粮油价格稳中有降。上周全省

粮食零售均价为 5.08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0.59%；桶装食用油零售均

价 为 17.42 元/升 ，较 前 一 周 下 降

0.51%。 2022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739万吨，同比增长 1.0%，其中河

南夏粮总产量3813.1万吨，再创历史

新高，稳居全国第一，中原粮仓稳稳

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预计

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水果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省

水果零售均价为8.9元/公斤，较前一

周上涨 1.37%。夏季时令水果供应

充足，但高温天气，水果储存、保鲜成

本较高。预计近期水果价格将呈小

幅波动态势。

水产品价格基本稳定。上周全

省水产品零售均价为 26.89 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22%。天气影响

捕捞和运输，带动价格上涨，预计近

期水产品价格仍将在现有价位平稳

运行。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为有效预防学生溺亡事故发生，

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采取三项措施

进一步筑牢防溺水根基，切实保障未

成年人生命健康安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镇

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村、各

单位及时落实防溺水工作宣传、水域

隐患排查、日常巡逻等各项具体工

作，形成镇统筹部署、村抓好落实的

防范机制。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悬挂横幅、微信群等多种形式

进行广泛宣传，使防溺水工作家喻户

晓，提高学生防溺水意识和自护自救

能力，同时在全镇危险水域设置安全

警示标牌，让防溺水思想深入人心。

三是加大巡逻排查力度。镇综治中

心牵头组织各村“两委”干部，对全镇

25个坑塘等易发生溺水事故的地点

进行拉网式排查，着重检查是否有安

全警示标志，防护设施和救护措施等

是否完好齐备，同时要求各村巡逻人

员要在重点时段针对重点水域不间

断地查看、巡逻，确保防范不留死角，

确保不发生一起溺水事件。（肖列）

渑池县村支书赵猛

解纠纷建大棚优环境样样行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

“五星”支部创建氛围浓

猪肉价格涨幅缩小
鸡蛋价格持续反弹

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

三管齐下筑牢防溺水根基

本报讯 奋斗擦亮青春底色，实

践担当时代重任。河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刘改月爱心志愿服务团于 7月

再次启程，通过云授课为兰考县李西

小学学生带去爱与关怀。

在一周多的实践活动中，服务团

志愿者们用自己所学，为学生带来生

动的教学课堂：党史课中，志愿者带

领学生们重走长征路，切实感受中

国共产党伟大的长征精神；书法课

上，志愿者通过颜体楷书教学，引起

学生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浓厚兴

趣，增强文化自信；志愿者秦晓然通

过细致耐心的讲解，向学生们积极推

广普通话。

志愿者们坚守初心，利用实践机

会，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助力乡

村教育振兴。 （高芃霖）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为小学生送去爱心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