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3农村版
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相瑞 电话∶0371-6579570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刘晓丽

原阳原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2

孟州市

公益岗设家门口 就业顾家两不愁

潢川县
灵活就业促增收

社旗县

绿意满城乡 大地织锦绣

原阳县

工作队解蔬菜滞销难题
驻马店供电公司：规范工作票 保障

大安全
“这份《配电第一种工作票填写指导

手册》编印得很及时，内容全面详实、通

俗易懂，为我们在以后作业中的工作票

规范填写提供了参照和指导。”5月7日，

正在参加岗位培训的驻马店供电公司配

电运检专业员工刘洋说。

工作票是允许在电气设备上或生产

区域内作业的书面命令，是落实安全组

织措施、技术措施和安全责任的书面依

据，也是确保各类电力生产作业顺利开

展的重要前提。为全面落实2020年工

作票质量提升活动，实现工作票质量明

显提升，驻马店供电公司结合系统正在

开展的“岗位大练兵”活动，以员工全面

掌握岗位应知应会基础知识、满足岗位

技能要求为落脚点，依据《国家电网公司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配电部分）》和《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工作票操作票管理规

定》，结合配电作业现场实际情况，以易

懂、易用为原则组织编写《配电第一种工

作票填写指导手册》，详细明确了配电第

一种工作票办理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办

理流程以及填写规范等相关事宜，并选

取系统典型票样附后，内容直观明了，为

相关专业人员规范填写工作票提供了具

体指导。

目前，该公司已将编印的1500余册

《配电第一种工作票填写指导手册》，分

别下发至市县公司配电专业“三种人”和

安全监督人员手中。（黄文静）

紧盯“五一”节点疫情防控不放松
为做好“五一”假期疫情防控工作，

郑州市航空港区张庄办事处纪工委主动

作为，精准落实监督责任，深入到辖区9

个行政村各个疫情防控工作卡点进行监

督检查。督查发现，各村卡点值班人员

均在岗在位，对卡点过往人员、车辆严格

执行扫码、亮码管理制度，对高风险区域

返乡人员的摸底情况详细，并每天进行

实时更新。同时，要求各村、各卡点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切实做到负责、守责、尽

责，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落到实处。下一

步，该办事处将继续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的督查力度，对全办事处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落实和纪律执行情况进行不间断督

导，严防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李会杰）

加强阵地建设 推进代表履职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人大工委

结合“六个”北林建设工作，积极开展人

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及时听取群众呼声

和诉求，通过代表高质量的履职进一步

推动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努力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王宏）

农发行长垣县支行“忆行史、悟初
心、担使命”开展五四青年文化月活动

农发行长垣县支行开展“五四”青年

文化月活动。一是开展青年员工座谈

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光辉事

迹，引导青年员工践行初心使命。二是

组织青年员工参观荣誉室，回顾农发行

自强不息的奋斗史，服务“三农”、立行为

民的发展史。三是开展青年读书学习交

流活动，养成“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

的良好习惯。

（吕璐李若君）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会计“日学
习”活动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三举措开展会计

“日学习”活动。一是组织员工学文件内

容、学制度规定、学操作流程，充分调动

财会人员的学习积极性。二是通过记录

学习笔记、员工之间互相提问等方式，拓

宽知识领域，完善知识结构。三是以学

习活动为契机，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把学习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履

职能力和干事创业的本领。(侯吉华)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马啸）“包菜丰收了，正在为销售发愁，没

想到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一天就卖出两

万多斤，真是太感谢了。”近日，原阳县大

宾镇孙堤村支部书记孙列建激动地说。

孙堤村是原阳县人民医院对口帮

扶的滩区贫困村，在县人民医院驻村工

作队的努力下，村集体耕地种植包菜等

作物，但因疫情影响和缺少销路，看着

满地长势喜人的包菜，村支书孙列建却

犯了愁。

驻村第一书记梁彦江得知情况后，

马上跟院领导汇报，并发挥县人民医院

职工多、人脉广的优势，号召全院干部

职工伸出援手。

5月5日，一则通知在原阳县人民

医院工作群里发出：“现有我院所帮扶

孙堤村自产的一批无公害包菜，已装好

包，每包20元，请各科室发动职工购买，

并将各科室计划购买数量发到本群，明

天送货。”仅一天时间，就帮助孙堤村

“消化”掉2万多斤包菜。

原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兰

本超说：“今后驻村工作队要从根子上

解决蔬菜销售难问题，加大与大型食

堂、超市、蔬菜批发市场联系对接，帮助

村里建立销售绿色通道，实现产量和效

益双丰收。”

“河南省特色文化村”滑县慈周寨镇

小果园村，整洁宽敞的街道两旁，各领风

骚的书画文化墙成风化俗，农家小院的书

画室精致典雅，居家过道里堆放着的树根

透着灵气，小小村落处处弥漫着浓郁的文

化气息。

小果园村有475户、1520口人，村民

以耕种打工为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

村里就自发成立了文艺戏曲队，村里的笔

杆子自编戏词快板，文艺表演闻名远近百

余里。

小果园村村民徐学萍自幼酷爱书画

篆刻艺术，先后师从李伏雨、徐之谦、高式

熊、沙曼翁等名家。他在艺术生涯中刻苦

自励，辛勤耕耘，成为我国著名书法、篆刻

家，先后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南印社副社长、安

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殷契印社社长等

职务，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书法赛事

和展览并获奖，著有《徐学萍书法集》，生

前供职于安阳市群众艺术馆，专业从事书

法篆刻创作研究和辅导工作。

今年54岁的该村村民王兆卿继承父

亲书法篆刻技艺的同时，6岁起就拜徐学

萍为师，勤学苦练、潜心钻研。2000年以

来，王兆卿在全国和省级书法篆刻大展赛

事中42次获奖，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篆刻创作委员会委员、安阳市

书协副主席。由于他艺术创作成绩突出，

2005年，王兆卿被破格从一个“泥腿子”

农民转为国家干部，现任职于滑县文化馆

馆长。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惠农政策如春风

化雨滋润农村大地，村民不愁吃花，但一

些人精神生活匮乏。王兆卿和本村村民、

省级书法家协会会员徐雨宾、徐景堂等，

决定普及书法艺术，用正能量充实村民生

活。

他们首先从自家开始进行父子传授，

王兆卿的儿子王初心于2008年开办了

“三人行美术学校”。徐景堂的大儿子徐

曙光是国家级书协会员，在贵州开办工作

室，专业从事书法篆刻；二儿子徐耀光是

省级书协会员，在四川省开办书画工作

室，他们家被誉为村里的“书法之家”。村

民徐雨宾更是对书法事业如痴如醉，在做

生意的同时，废寝忘食，常常含毫吮墨，被

发展为省级书协会员，是村里书法协会热

心的组织者和活动家。

2010年，王兆卿、徐雨宾、徐景堂等

牵头成立了“小果园村书法家协会”，引导

村民在种地打工之余笔耕墨舞。为了传

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他们对

下一代手把手地“传帮带”，从汉字的演

变、间架结构、行笔法则，到字体的审美价

值、文化内涵等，通过一带一、面对面传

授，使村里练书画、学篆刻、习根雕的人如

雨后春笋，蔚然成风。

现在，小果园村有国家级书法协会会

员2名、省级会员7名、县级会员16名、书

法爱好者98名。有的获得了兰亭奖，有

的参加了国展、省展，有的在市、县级展出

比赛中多次夺魁拿奖。2016年，小果园

村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河南省特色文化

村”。

小果园村的这些书法家和书画爱好

者，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或供职于机关

学校，或做销售开门店，或种田稼穑收废

品，或游走四方做职业艺人，或在建筑工

地上搬砖运沙，闲暇之余总不忘调墨弄

笔、伏案挥毫，村里的微信群里交流的是

书画感悟和艺术构思，电话里切磋的是书

法技艺和心得。

5月8日，书法爱好者、村民徐喜修对

记者说：“我们村的书法家和书画爱好者，

家家有书房案台，室室都摆放有茶台茗

具，个个都是有品位的现代新型农民。”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牛联
平 杜海珠)“家里有人需要照顾，不能

出远门。听说村里设置了保洁员公益岗

后，俺立马就申请了，村里也很照顾俺

家，很快就批了。现在干保洁的活儿，不

仅收入稳定，还方便照顾家。”5月6日，

孟州市化工镇海头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耿迎春像往常一样，用自带的毛巾掸了

掸身上的灰尘，走出村委会，回家给丈夫

和孩子做饭。

耿迎春的丈夫因脑梗后遗症造成

肢体三级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以前家里要靠她一人打零工维持生计，

收入也不稳定，丈夫生活上还需要她照

顾。今年2月份，她应聘了村里设置的

村委会大院卫生保洁、杂草清理半日制

公益性岗位，每月有了900元的稳定收

入。耿迎春高兴地说，她的丈夫崔自力

上个月也向村里申请了第二批公益岗，

是轻便的保洁工作，估计5月份能批下

来，到时家里又能增加一份收入。

今年2月以来，孟州市人社、扶贫部

门针对因家庭或自身原因无法稳定就业

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市镇村三

级联动、创新思路，依托人社部门就业扶

贫政策及产业扶贫项目资金收益，开发

了卫生保洁员、治安巡逻员、“三秋三夏”

防火员等村级扶贫公益性岗位，有效解

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让他们足

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据悉，今年以来，孟州市根据贫困家

庭劳动力个人情况，因人供岗、按劳付

酬，已为127人落实了公益性岗位，让他

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有针对性地开发公益性岗位、让贫

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是‘造血’式推进

精准扶贫的有效形式。”该市扶贫部门负

责人说，这类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的岗位，离家近，不仅方便了他们兼

顾家庭事务及其他增收的工作，更能激

发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和巩固

脱贫成果的信心。

本报讯 (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申鸿
皓)蓝天白云，暖阳和煦，麦浪滚滚。近

日，记者来到位于社旗县桥头镇商南高

速和郑渝高铁的交叉口，沿道路两侧新

植树木整齐站立，赶趟儿似的吐芽抽

枝，向远方延伸成了绿海，满目葱茏令

人心旷神怡。

社旗县以国储林项目建设为抓手，

财政拿出8000万元专项资金对造林工

作进行奖补，坚持山区平原一起动，城市

乡村齐推进，国土绿化加档提速，全县上

下正朝着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

园林化、乡村林果化、道路林荫化、庭院

花园化的目标迈进。栽树造林添新植，

绿满城乡织锦绣，生态社旗呼之欲出。

打造交通沿线绿化廊道。高标准

建设商南高速、郑渝高铁社旗段两侧宽

度100米的绿化廊道，国省道和县乡村

道路绿化同步推进，结合国储林项目树

种要求，实行楸树、国槐、栾树、杜仲、银

杏、玉兰、五角枫等多样性树种块状混

交，新植永久性生态通道林带面积达

1.08万亩，廊道绿化的生态效益和景观

效果逐渐凸显。

建设特色林果产业基地。该县因

地制宜，把林果产业作为全县三大主导

农业特色扶贫产业之一精心打造，引领

脱贫致富小康路。目前，已建成饶良镇

2000亩的杜仲基地、郝寨镇2000亩的

杜仲基地、朱集镇1000亩的黄金梨基

地、李店镇湾刘水库1000亩的小杂果

基地，构建了生态林与经济林相结合、

优良乡土树种与美化树种相映衬的绿

色生态景观，一处处林果基地变成了

“绿色银行”，为农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打下良好基础。

争创国家级森林城市。该县按照

“绿随路走，有路则绿”的绿化美化目

标，采取“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拆房增

绿、规划建绿”等措施，在做好城区道

路、游园、居民小区绿化，提升县城景观

效果的同时，围绕潘河、赵河环城的特

点和优势，建成了集城市防洪、生态景

观、休闲娱乐、锻炼健身、旅游观光、综

合交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15公里赵

河绿色生态景观长廊。

今年，社旗县共完成造林面积2.7

万亩，占市分配任务的169%。

5月7日，游客在尉氏县邢庄乡韩庄村韩献民高效农业扶贫产业园里游玩。近年来，尉氏县按照“一乡一业一园区，一村一景一基

地”的发展思路，利用“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调整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区域化种植、规模

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子，有效发展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为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持续增收注入动力。 李新义摄

5月7日，在位于渑池县天池镇的河南旺晟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生产出的

香菇酱进行装箱。这家食用菌生产企业投资建起了自动化卤香菇生产线和香菇酱生产

线，以香菇、木耳、牛排菇等原材料，从事食用菌深加工。现已推出包括食用香菇酱、卤香

菇、素肉香菇等在内的20余个食用菌食用品种，带动近百名农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王一博摄

文化墙成风化俗 书画室精致典雅
滑县小果园村翰墨飘香丹青溢彩

□通讯员尚明达王社伟
本报记者秦名芳

香菇变酱 增收有望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胡才顺）春夏之交的潢川县

张集乡杨集村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道

路干净整洁，村民心情舒畅，高兴地合

不拢嘴……这一切变化，缘于村里开发

了10个灵活就业岗位，这些岗位给贫困

乡村增添了发展活力。

“以前村里的卫生全靠保洁公司，主

干道扫得干净些，偏远村民组还是‘脏乱

差’。现在有了灵活就业岗位人员，他们

天天打扫，到处都搞得干干净净，看哪里

都顺眼。”谈起村里设置灵活就业岗位带

来的新变化，张集乡杨集村村民杨国学感

受颇深。

“村里的这些灵活就业岗位，让贫困

户摇身一变成了‘工薪族’，既解决了贫困

户的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问题，又让农村

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乡村公益事业管理

得到提升。”潢川一中派驻杨集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周鸿启饶有兴致地说。

据悉，潢川县今年新开发岗位1500

个，各乡镇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设置保洁

员、护林员、公共设施看护员、民事调解

员、卫生宣传员等灵活就业岗位，让这些

岗位人员承担一部分公益性服务工作，既

缓解了基层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实现了

“脱贫摘帽与乡村治理”的双赢。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5月3日晚，双色球第2020032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3、11、13、14、15、26；蓝球
号码为13，当期开出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658.89万元；二等奖135注，单注奖金
16.18万元。三门峡渑池县一彩民机选投注中得一注二等奖。

据了解，这位幸运的彩民对双色球并不是很了解，只是听别人说：“买彩票就选
双色球，万一中个大奖呢？”所以，她平日里偶尔到投注站机选几注双色球，有时也会
中个5元10元的小奖，结果这次意外中了二等奖。“越是不买彩票的人，偶尔买一注
就会中奖，可能我就属于这类幸运人吧！”

同时，这也是间隔不到一周后，渑池县彩民再次收获的双色球二等奖。数据显
示，4月28日晚，双色球第2020030期开出二等奖74注，单注奖金32.25万元，其中
三门峡渑池县彩民合买投注，收获1注二等奖，出自三门峡41128404福彩投注站。

4月29日上午，中奖彩民代表来到该市福彩中心兑取大奖，一起合影留念。该投
注站业主介绍说，此次参与合买投注的彩民90多人，一共合买了3张“11+1”复式票，
税后人均分得奖金2400多元。“人多力量大，相信我们早晚会中一等奖的”。据介绍，
去年8月份，他们曾合买命中双色球第2019091期二等奖，奖金26.8万元。（豫福）

三门峡市渑池县彩民再揽双色球二等奖

5月7日，开封市祥符区帅气小伙小周来市福彩中
心兑奖，他幸运地收获了“百发百中”即开型福利彩票一
等奖20万元。

据了解，5月6日傍晚时分，闲来没事，小周来到位
于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乡邮政局南临的41520194投注

站，先是核对自己在前一天购买的双色球，发现没有中
奖。准备离开时，店主荣丽华向其介绍了即开型彩票，小
周便随意选了一张面值5元的福彩刮刮乐“百发百中”。

小周对“百发百中”的玩法规则略有了解，他刮开第
一局，发现猜球数和比赛结果完全一样，小周心存疑虑，

心想这算不算中奖呢？便拿给店主看。店主只看了一
眼，心中大喜，兴奋地对小周说：“哥，这是一等奖啊，你
中了20万元呀！”小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百发百中”
票种第一局的刮开区只要两个数字一样就能中奖。

被问及奖金如何分配时，小周表示具体还没有想
好，就想先买辆车，娶个媳妇，同时他表示今后将继续支
持福利彩票、支持社会福利事业，通过购彩让自己更加
幸福快乐！ （豫福）

“百发百中”，开封小伙5元“刮”出20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