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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哪买到哪
郑州彩民机选命中533万元双色球大奖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朱丽芸
李小伟 陈海棠）“原来我的授信额度是

15万元，后来通过‘整村授信’，额度增

加到30万元，算上家属和孩子，我家授

信额度达80多万元。”8月10日，鹿邑县

金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代金见说，

这笔钱不仅解决了建保鲜库的难题，扩

大果园规模也不发愁了。

“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鹿邑县落

地生根，我县以农村商业银行为依托，全

面启动‘党建+金融’‘整村授信’工程，深

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普惠金融工

作，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鹿邑

县金融办负责人魏国锋告诉记者。

据介绍，今年以来，鹿邑农商银行紧

紧围绕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的责任使

命，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将“整

村授信”工作作为增户扩面、助推金融扶贫

和保障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针对村镇经

济对资金需求的特点，以村委会、村小组为

单位，对辖区内所有农户集中进行授信，

客户能够在申请后立即拿到钱，实时在

“河南农信”手机银行支取贷款。截至目

前，该县已在全县26乡镇（办事处）启动

“整村授信”工程，采集客户信息22万人，

授信近11万人，授信率达50%，总授信金

额110亿元，人均10万余元，用信近亿元，

新增投放乡村振兴类贷款14.11亿元。

“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我们积极

实施‘整村授信’工程，并开发出‘金燕惠

贷’产品，一次建档、自助办理、自动审

批、随借随还，让农户足不出户，在家就

能贷款、还款，让他们在发家致富、努力

创业时不必为钱发愁。”鹿邑农商银行党

委副书记、行长杨玉明表示，作为地方金

融主力军，该行将持续发挥科技支撑作

用，不断丰富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以更优质的服务、更接地气的产品、更高

效的举措，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金融“活

水”，助力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郭晓
娜王一端）“当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当

干部不能图安逸享清福，当干部要常体

恤群众疾苦，当干部就要双脚常迈百姓

屋……。”8月9日，禹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370演播厅内，“众志成城抗击

新冠”——禹州市豫剧团“舞台艺术送

农民”线上专场演出录制现场，国家一

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颜永江

的现代戏歌《干部歌》响彻大厅。

7月以来，由于受暴雨和疫情影响，

群众文化生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禹州

市开启线上文化服务新模式，使群众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禹州市豫剧团将优秀文艺节目录制

好，把舞台搬上网络，线上唱大戏，通过微

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打包发送给基层

群众。“我们在节目中间穿插了疫情防控、

防电信诈骗等知识，不仅让群众共享优秀

舞台艺术，还传播了知识，一举两得！”禹

州市豫剧团团长杨丽娟说。

与此同时，禹州市图书馆通过“云

服务”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群众的阅读需

求。据禹州市图书馆馆长汪红介绍，每

年寒暑假，图书馆都会迎来阅读高峰，

最近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临时闭馆，但

他们的线上服务不打烊。

“疫情期间，我们虽然待在家里，但

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学到不少知识，

就像到了图书馆一样，实在太方便了。”

不去图书馆也能读到自己喜欢的图书，

让禹州市八年级学生郭雅楠感到特别

开心。

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齐

红俊表示，文化惠民是一项长期工程，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通过线上服务

等特殊形式，不断把优秀文化艺术送到

群众眼前，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精神

生活和文化需求。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通讯员李觊）

8月10日，记者从浚县乡村振兴局了解

到，全县2300余名帮扶干部深入脱贫群

众家中排查受灾情况，1.8万余名受灾脱

贫群众已进入防贫保险查勘、定损阶段。

今年年初以来，浚县乡村振兴局通

过购买第三方金融服务，与金融机构签订

浚县精准防贫保险合作协议，由金融机构

在浚县辖区范围内开展对贫困边缘低收

入农村居民（非贫低收入户）、返贫风险较

大的脱贫人口非高标准脱贫户的防贫核

查、防贫救助金的支付等服务。

汛情发生后，浚县乡村振兴局立即

成立防汛应急小组，第一时间驰援防汛

一线，并同步推进防汛救灾与受灾统计。

截至目前，全县排查扶贫项目230

余个，受水灾影响损毁需要维修及重建

项目90个，涉及灾后重建资金7110万

元，新谋划灾后新建扶贫项目24个，涉

及中央、省、市、县财政衔接专项资金

3863.5万元。

排查发现，全县受灾的脱贫人口达

6274户18823人，目前金融机构工作

人员正在就这部分人群的生产生活情

况进行查勘、定损，随后会根据核查的

实际信息，结合协议相关条款，对符合

条件的受灾群众进行理赔。

8月12日，光山县仙居乡张湾村杏丰园合作社社员在收获葡萄。该合作社引进种植了夏黑、阳光玫瑰等优质葡萄，平均亩产达2

万多元，吸纳4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2.3万元。 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张志
超）8月11日，在新乡富元食品有限公司，

记者看到封丘县分包企业的干部正在细

心指导企业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确保企业生产不停工、防疫不放松。

该县把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作

为政治责任和重点任务，以“万人助万

企”活动为契机，主动破解难题，狠抓工

作落实，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

务，及时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种难题，在资

金、用工、物流、车辆和原料、办证等方面

积极予以协助，全力助推企业健康发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封丘

县要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堵点，充分

发挥部门优势，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

企业内生动力，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在

全县营造出尊商重企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近日，信阳市平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创新工作方法，建立企业用

工需求、用工人才储备、人才引进培养

“三本台账”，以务实举措助力企业解决

用工难题。

平桥区人社局分管企业服务的武

军告诉记者，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缺

工、少工问题，平桥区人社局创新招工

形式，利用互联网开展直播带岗，进一

步扩大招聘范围。坚持“一企一策”，不

断深化校企合作，搭建毕业生与用工企

业对接平台，举办大学生、残疾人专场

招聘50余场，组织送工专车471次，为

平桥区重点企业招工送工4284人。

武军说，平桥区人社局选派业务骨

干深入区内工业、农业企业担任服务专

员，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和政策咨

询，梳理全区人才培训信息、城市失业

人员信息等，建立了人才引进数据库、

人才培养数据库。充分利用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平台，组织开展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帮助企业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难题。明确企业的帮扶责任人，深入企

业生产经营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的全方

位情况，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排

查，落实问题及时办结机制。

“‘万人助万企’是打造优良营商环

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加快提

升核心竞争力的务实之举。平桥区人

社局在不断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具体实

践中，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推动‘万人

助万企’工作走深走实。”武军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郭晓
芳）“是社区党支部工作人员吗？我和家

人已经居家隔离一周了，现在家中老人

药品吃完了，家里的蔬菜和生活用品也

不多了，咱们社区可以提供帮助吗？”“好

的，我们马上帮您解决。”8月12日上午，

汤阴县韩庄镇羑里办事处工作人员接到

居家隔离群众的求助来电后，马上到附

近药店为该户居民采购了所需药品、蔬

菜、大米等生活物资，配送到居民家门

口。

韩庄镇组织志愿者50余人为居家

隔离人员提供各种上门服务，让居家隔

离人员感到隔离的是疫情而不是感情。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陈二妮

8月 7日下午，在武陟县谢旗营镇

核酸检测采样点，志愿者贾诗雅后背湿

透。

贾诗雅是谢旗营镇宋庄村人，就读

于河南师范大学，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营成员。放暑假后，她在市里实习，

但7月29日以来，她转战到防疫一线。

布置检测点场地，运输物资，做防疫宣

传，通知居家隔离人员做核酸检测，送

物资……这是最近贾诗雅的日常。

同样奋战在一线的大学生志愿者还

有宋甜甜，她就读于河南开封科技传媒

学院。这个看上去文静弱小的女孩子能

在烈日下坚持10个多小时，搬运物资一

点也不逊色于男生。

“00后”大学生拒绝“躺平”。在谢

旗营镇，一共有159名大学生主动参与

基层防疫。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禄方旭

“你看，我们这里有面包、方便面、苹

果、香蕉、葡萄、西瓜，简直像个小卖部！”

8月11日下午，在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

王岗村疫情防控卡点，“00后”大学生志

愿者代文利说，来参与志愿服务就是为

了做点贡献，但是进出村的叔叔婶婶看

我年龄小，大热天在卡点值班，总给我们

留下些他们买来的水果、饼干等食物。

王岗村卡点参与服务的有4名志愿

者是“00后”，他们最小的16岁，最大的

20岁，是刚上高中或刚上大学的孩子。

他们除了给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登记排

查、测量体温，还与村干部一起悬挂疫情

防控横幅，帮助村干部排查重点区域返

乡人员，对每个人的居住地和返乡路途

情况进行登记。代文利了解到村里留守

老人生活用品缺乏时，她与村干部一同

购买新鲜蔬菜、鸡蛋等为他们送上门，还

为贫困户送去口罩，告诉他们要增强疫

情防控意识。

“村里志愿者采取轮班制，分成两

组，一组两个人，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

为一组，下午2点到晚上7点为另一组。”

王岗村党支部书记代福合感叹地说，疫

情防控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年龄小

却发挥大作用。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郝扬）

“我的父亲干了20多年的村医，受他的

影响，我也渴望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帮助

更多的人。”8月10日，家住温县北冷乡

杜庄村的大二学生申桦羽在村防疫卡点

向村民们普及防疫知识。

作为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刚刚

毕业的许丰泽选择留在许北张村，支援

家乡的防疫工作。他顶着高温连续多日

坚守在卡点上，扫码登记，测温消毒。“咱

做人不能忘本。前些年父母外出打工，

家里就我奶奶一个人，村干部隔三岔五

去帮忙，我们全家人都可感激。现在奶

奶知道我当了志愿者，特别骄傲。”

目前，温县262个行政村共1600余

名大学生志愿者加入此次疫情防控工

作，他们用行动挺起年轻的“脊梁”，用奋

斗书写青年的担当。

泌阳县召开夏季食品安全整治工
作推进会

近日，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召开食

品安全会议，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磊

要求，突出夏季食品安全整治主题，坚

持问题导向。压实各部门责任，充分

动员社会力量。要突出重点环节，突

出执法办案，做到思想有弦、肩上有

责、心里有数。加强网络订餐监管，做

好餐饮从业人员培训，消除风险隐患，

确保食品安全良好态势。（康红伟）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把餐桌文明
理念带进家庭

近日，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开展文

明餐桌推广行动，传播“倡导绿色环保

理念，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的好习惯。

倡导使用公筷公勺，文明就餐的理念；

倡导广大市民树立节约意识，积极践

行低碳生活；倡导分餐公筷、移风易俗

等社会新风尚；倡导把餐桌文明理念

带入家庭、带入社会。

（朱晓东）

在重建中振兴在重建中振兴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鹿邑 整村授信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浚县受灾脱贫群众
将得到防贫保险理赔

封丘为企业
提供个性化服务

禹州线上文化服务不打烊

平桥区“三本台账”解企业用工难

“疫”线大学生

汤阴县韩庄镇

贴心服务居家隔离人员

疫情防控卡点的“00后”

温县

1600余名大学生投身战“疫”一线

“又去买彩票呢，才发现自己中了奖，太

意外啦!”8月11日，郑州彩民张先生(化名)在省福

彩中心兑奖室开心地说，没有想到一张无意机选

的10元双色球彩票，让他收获大奖。

8月8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1089期开出一等

奖51注，单注奖金为533万多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4

注，分落在郑州(3注)、滑县。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

这4注大奖分别出自郑州市41510774福彩投注站、

郑州市41011797福彩投注站、郑州市41010602福

彩投注站、滑县41550435福彩投注站。

十分好运，张先生收获的双色球一等奖，正是

第2021089期的其中1注，出自郑州市管城区经

南八路十三大街41011797福彩投注站。据介

绍，张先生购彩十多年了，是福彩老彩民，由于自

己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到外地出差，但这也不妨碍

他购彩，“我是走到哪，买到哪，遇到彩票店，我都

进去买几注。”

多年的购彩经历，他有自己的喜好，钟情于双

色球，还有上市不久的快乐8，但是他平时买的不

多，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心态，把购彩当成了娱乐

和休闲的方式。“这张中大奖的彩票，是我买东西

的时候，顺手机选的，也没有想着能中奖。”张先生

说，开奖信息他也没看，而是在下一期到投注站再

次购彩时，他才发现自己中了奖。

“很意外，真的中了一等奖。”张先生说，知道

自己中奖后，他仍保持平常心，对于奖金，他表示

还会继续保持现在的生活习惯，继续奋斗，继续支

持福彩事业。 (豫福)

点赞青春

□姜永栋

疫情当前，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做

什么？在中原大地，一批批“90 后”“00

后”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用各种

方式书写无悔青春。

在温县，1600 余名大学生投身战

“疫”一线，顶着高温坚守在卡点上，扫码

登记，测温消毒；在武陟县谢旗营镇，159

名大学生主动参与布置核酸检测点场

地，运输物资；在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王

岗村疫情防控卡点，4名“00 后”志愿者

给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登记排查……从

城市到农村，从大街到小巷，从线上到线

下，到处可见年轻人的身影。

过去，很多人认为，“00 后”爱玩手

机，喜欢打游戏，以自我为中心、贪图

享受，会在假期约上朋友玩得不亦乐

乎，会半夜不睡、早上不起。然而，面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少年轻人

拒绝“躺平”，而是选择了冲锋上阵、

忘我向前，不怕苦、不畏难、勇担重

任，用他们并不坚实的臂膀撑起了一

片天地——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

青春最美的模样。

或许，这些年轻人不是最美的“逆行

者”，但，他们却是最美的守护者。让我

们为他们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