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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红”即开票上市
送东风汽车，派亿元奖金!

10月11日上午，由郑州市经开区

教文体局主办的2021年经开区青少年

校园足球班级冠军杯比赛在经开区第

五中学拉开帷幕。据悉，本次班级冠军

杯赛采用小组循环交叉淘汰制，全区共

有16所中小学参加此次比赛，经过两天

的激烈角逐，将争夺代表经开区参加郑

州市班级冠军杯比赛的资格。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运动员们展开

了激烈的角逐。比赛伊始，小球员们打

得相对保守，处于试探阶段。随着比赛

深入，双方球员也渐入佳境，不时打出

精妙的配合和有威胁的射门。孩子们

脚下功夫了得，抢球、传踢，攻势凌厉。

球员各不相让，进攻、防守，你来我往，

精彩纷呈。场外的教练员也激情洋溢，

为队员们加油、呐喊，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虽然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但每个球

员都毫不示弱，展示了团队的热情与默

契，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本届校园足球班级冠军杯赛充分

展现了经开区学生青春洋溢的精神风

貌、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以及精诚合作

的团队意识，对丰富校园生活、提高学

生身体素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都将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充分展示了校园足

球的无限魅力，为同学们的校园生活增

添更多美好和难忘的回忆。(张燕明)

郑州市经开区教文体局
举行青少年校园足球班级冠军杯比赛

道路两旁干净整洁，一条清澈的小

河在村内蜿蜒曲折地流淌，别有一番美

感，“这条小河可比以前干净多了，多亏

了巡察组，感谢你们……”沈丘县邢庄

镇赵闫庄村村民赵士友对前来督查整

改情况的县委第一巡察组的同志们说。

就是这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过去曾

让村民十分闹心。此前，县委第一巡察

组对赵闫庄村进行村级巡察，发现该村

的河塘内漂浮着垃圾，旁边堆放着秸

秆，靠近时还能闻到臭味，路过的村民

都快步走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

把乡村人居环境作为巡察的重点，让良

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民生的福祉，

这条小河的环境必须改善。”县委第一

巡察组组长李建伟说。

巡察组立即书面给邢庄镇党委政

府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要求督促相关

部门履职尽责，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

改责任。邢庄镇党委政府收到通知书

后，立即就问题整改作出安排部署，落

实整改责任人，安排专人负责河内垃圾

的清理工作，给群众做好宣传，确保今

后不再乱丢乱放垃圾，就这样，一条清

澈的小河出现在村民面前。

沈丘县委巡察机构以解决群众身

边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出发点，赢得群

众的信任，让群众真实感受到巡察带来

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邢芳芳)

自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梁

苑办事处积极响应号召，了解群众所思

所需所盼，积极回应和解决好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发

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优势，切实

让群众安心满意。

(任婉莹)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全省粮、油、肉、

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

格总体平稳，涨跌互异。

猪肉价格持续走弱。9月份全省猪

肉零售均价为28.92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7.02%，较上年同期下降45.91%;

牛肉零售均价为76.67元/公斤，较前一

月上涨1.5%，较上年同期上涨0.55%;羊

肉零售均价为77.8元/公斤，较前一月上

涨0.91%，较上年同期上涨4.25%。生猪

存栏已恢复至往年正常水平，市场猪肉

供应充裕，价格持续走弱。进入10月份，

气温骤降，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旺季，对价

格形成一定支撑。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

将呈弱势震荡态势。

鸡蛋价格高位回落。9月份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10.15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2.96%;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57

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1.37%。中秋国

庆“双节”效应消退，鸡蛋终端市场需求

恢复常态，食品加工需求明显下降，商

超企业多以清库存为主，市场供大于求

的矛盾显现。预计后期鸡蛋价格将继

续回落。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蔬菜价格小幅

上涨，水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假期过

后，虾、蟹等水产品采购热度下降，市场

整体交易略显平淡，预计后期水产品价

格仍有回落的可能。

水果价格略有下行。秋季水果大

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呈回落态

势。10份水果供应整体仍处于高峰期，

价格维持平稳运行的可能性较大。

河南商务预报

沈丘县委第一巡察组

重点巡察乡村人居环境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猪肉价格持续走弱 鸡蛋价格高位回落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强
白贺阳）10月11日，记者从上蔡县委宣

传部获悉，2021中国·上蔡第十九届重

阳文化节将于10月14日在该县举办。

本届重阳文化节突出“孝老·爱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动

主题，以重阳节民俗系列活动为载体，

深入挖掘重阳文化内涵，打造重阳文化

特色品牌。

据了解，本届重阳文化节除启动

仪式外，还将举办为老寿星颁发长寿

金、孝心模范和孝道家庭及道德模范

表彰、“敬老爱亲”志愿者服务等一系

列活动，同时还将在全县中小学开展

“孝老·爱亲·我为长辈做件事”班级主

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
李海萍）10月10日，系列电影《我和我

的乡村》第一部《苹果红了》在卢氏县官

道口镇新坪村开机。

据了解，该影片以河南西部乡村为

背景，以幽默的喜剧方式讲述了依山傍

水的果岭村在精准扶贫取得决定性胜利

后的今天发生的故事。通过鲜活的人物

形象，展现了如今新农村的振兴发展和

现代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与奉献。描绘

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崇高向往，紧贴时

代脉搏，充满了正能量。

上蔡重阳文化节明日开幕

电影《我和我的
乡村》卢氏开拍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王冬青 张伟）“我们的目标是要创

办‘有质量、有文化、有特色’的教

育强校。”10月8日，漯河市第二实

验中学校长庞瀛亮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2019年8月，为有效整合教育资

源，实施强校带弱校战略、探索集团

化办学之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

教育学位，漯河市政府、市教育局决

定组建漯河市第二实验中学。目前，

漯河市第二实验中学共有海河路和

伏牛山路两个校区，占地130亩，52

个教学班，在校生2900余名，教职工

201人，其中研究生学历教师28人，

省市级名师、骨干教师46人，党员教

师83人。

自建校以来，该校教学质量连

年攀升，中考省级示范高中录取率

超过60%，学校教育科研工作走在

市直学校前列，先后获漯河市教育

教研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教科研

基地校、河南省多文本阅读实验校、

河南省劳动教育试点校等荣誉，多

项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荣获省市

级教育成果奖。

本报讯“ 现在俺家的日子可是美得

很呢！”10月9日，尉氏县小陈乡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责任组在走访入户时，脱贫

户王根和组员们谈起生活变化时说。

2019年，王根一家被定为贫困户，村

干部和帮扶人为王根制定了详细的脱贫

计划：建议他养殖肉牛并发展高效种

植。王根申请金融扶贫小额信贷3万元，

建牛舍、买牛犊、参加培训……在发展肉

牛养殖的同时，依靠扶贫政策，王根又种

起了优质小麦和辣椒，不仅收成好，还有

产业奖补扶持。“光这一年的种植和养

殖，政府就补贴了5000元。”王根说。

王根夫妇还申请有公益性岗位，儿

子在享受健康扶贫的同时，也找到了工

作，做淘宝客服，月收入 2000 多元。

2020年年底，王根一家顺利脱贫。

今年以来，按照“四个不摘”政策，帮

扶人为王根一家量身制定发展计划，继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党和政府给

了那么多好的政策，我必须努力打拼！”

王根说。 （李姗高林芳）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伟刘杰催冉）近日，渑池县张村镇利津

村的农田里一片农忙景象，一串串火红

的小辣椒，让收获的村民们喜上眉梢。

激发产业发展活力。该镇党委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培养选树党建示范村

3个、五星党支部8个，通过党建带团

建、带群建机制，统筹推进基层队伍共

建，逐步实现“强村带弱村”帮带共建的

模式，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凝聚产业发展动能。建立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人才库，把优秀青年、致富

能手等人才吸纳入册；通过专题培训、

外出学习、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对村

“两委”干部、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

致富带头人等进行集中培训，不断提升

头雁引领作用。

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该镇以“中药

材特色小镇”为主导，制定镇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规划，探索发展以“一村一品”

为特色的集体经济产业模式。2020年，

该镇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

上，漏泉村和河南庄村达100万元以

上。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中
坡）10月11日，记者从方城县政府办了

解到，今年以来，该县坚持“工业立县、

兴工强县”，大抓产业、大抓工业、大抓

项目，重点围绕中心城区、产业集聚区、

高铁站区“三区融合”建设产业新城，奋

力将开发区建成绿色低碳、高效集约、

配套完善的装备制造引领区、科技创新

示范区、产城融合标杆区。

抓产业。目前，该县开发区入驻企

业增加到141家、“四上”企业75家，优

质工业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被评

为河南省高质量产业集聚区。

抓招商。该县瞄准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地区组成“三大”驻地招商

团，今年9月份已深入考察企业45家，

有望回迁建厂12家；组成百人招商团

常年驻外招商，去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45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60个。

抓环境。该县不断深化“万人助

万企”活动，发扬“六心”服企精神，天

天都是“企业服务日”，以“五比五看”

推动招引项目实现“五快一提”；实施

“万人育万企”计划，大力培育市场主

体，推动“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

天盖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
炜韩璐益宋乐义)10月7日，在汝州市

温泉镇朱寨村香菇种植基地的菇棚内，

工人们忙着采摘香菇。

“香菇是朱寨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产

业，也是朱寨的一张名片。”汝州市温泉

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学卫说，

2017年，朱寨村被确定为我省第一批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试点，为此，村里成

立汝州市温泉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流转土地162亩，配有近600立

方米的冷库一座，是一家集生产高产菌

种及菌菇产品、技术研发推广、技术培

训等于一体的食用菌企业。

据了解，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一是对

外出租大棚，二是制作的菌棒出售给种

植户，仅今年以来就生产菌棒 24 万

袋。“我们公司作为‘省级集体经济试点

项目’基地，每年会将收益中的17万元

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这些钱全部用

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及村民福利等，剩

余收入用于公司的循环发展。”朱学卫

说。

目前，该公司所在的香菇生产基地

已吸纳食用菌种植户105户加入，拥有

大棚1580座，年产香菇7900余吨，年

产值达7900余万元。

尉氏脱贫户王根
致富路上“牛劲十足”

汝州市朱寨村 香菇产业托起村集体经济

渑池县张村镇 村集体年收入均超10万元

推动产业发展高质量

方城县坚持“工业立县、兴工强县”

创办有质量有文化有特色强校

漯河市第二实验中学

10月7日，民权县

伯党乡伯东村丰源养

殖场员工在给绵羊剪

羊毛，防治寄生虫。该

养殖场年存栏山羊、绵

羊1800余只，采取“公

司+农户”的养殖模式，

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共

同致富。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柴永
超 董卓然 袁勖杰）10月11日，记者从

漯河市召陵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以

来，召陵区翟庄街道充分调动全体党员

干部积极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

要求，扎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据了解，该街道定期组织党员干部

上党课，并开展专项培训40余次，听课

人数达5000余人次。同时，推动“党员

支部双承诺、为民服务解难题”落实落

地，组织机关全体人员、村（社区）“两

委”干部每周五下午开展“清洁家园”行

动；开展“组织共建、阵地共用、活动共

办、服务共享”的“同心圆”党建工作模

式，建立社区“大党委”3个，成立小区党

支部16个，辖区39家共建单位、626名

在职党员到街道（社区）“双报到”，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王西平孟昊鹏陈冰
清记者董伦峰）10月11日，记者从兰考

县河南京华木业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

司将郑州奥派门厂回迁闫楼乡，年产10

万套室内门，实现利税300余万元，。

近年来，闫楼乡发挥在外乡贤能人

较多的优势，通过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吸引在外乡贤返乡兴业。目前，该乡已

引进规模以上“回归经济”项目22个，总

投资达5.6亿元，正在签约洽谈“回归经

济”项目4个，“回归经济”成为助推全乡

发展的“新引擎”。

召陵区翟庄街道 学史力行见实效

兰考县闫楼乡 乡贤回归活力增

为回馈广大即开票购彩者,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于2021年10月10日至11
月11日在全国范围内对“正当红”系列即开
票开展派奖活动。河南福彩也配套开展购

“正当红”指定票种送汽车活动。
增福添彩正当红，2亿元奖金派不停
针对所有面值的“正当红”系列即开票

进行派送。单张兑取100万元的中奖者，派
送100万元固定奖金;单张兑取200元的中
奖者，派送100元固定奖金;单张兑取100
元的中奖者，派送50元固定奖金;单张兑取
30元的中奖者，派送15元固定奖金。活动
时间：自2021年10月10日0时起，11月11
日17时整止(以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和登
记时间为准)。兑奖规则：本次派奖活动时
间以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为准。活动期
间彩票派奖奖金由销售网点垫支兑付，活动
结束后省中心统一拨付。中奖者不能在规
定时间内兑奖的，视为放弃派奖奖金。

福彩“正当红”，好运送“东风”
本活动仅限于10元和20元面值“正当

红”即开票。凡购彩者在活动期间单张刮出
10000元奖级，额外赠送“东风风神奕炫
200T”乘用车一辆。活动时间：自2021年10
月10日0时起，11月11日17时整止(以销售
系统实际兑奖时间和登记时间为准)。活动
结束后奖品兑付截止日期延长至2021年11
月30日17时。兑奖规则：1.凡购彩者中得一
万元奖级，需在活动期内到当地福彩机构兑
奖并登记个人信息。中奖者接到领奖通知，
需持登记资料和有效身份证件到省福彩中心
确认信息，之后去指定地点领奖。中奖者逾
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资格(确因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经申报批准延期领奖的除外)。2.活
动奖品为“东风风神奕炫200T”乘用车(福彩
专用版)，中奖者需缴纳20%的个人偶然所得
税，汽车4S店协助完成缴税。所有权归中奖
者所有，税费、上牌等费用由中奖者承担。

福彩“正当红”不仅好运连连，满满正能
量，而且玩法简单，即刮即乐。派奖和送汽
车活动已开启，一起来收获快乐、收获福运
吧！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