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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选迎来好运
河南两位女彩民分别领走双色球一等奖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变更《经营
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金水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
1188号置地广场1号楼14层259号
机构编码：000012410105001
电话号码：0371-69092611

成立日期：2008年3月24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
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
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
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
的查勘理赔。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为确保河南自贸虚拟产业园内中

小微企业良好的发展势头，由郑州市郑

东新区自贸办主办、河南自贸虚拟产业

园运营方UFO.WORK承办，以“后疫情

时代中小微企业如何稳增长、促发展”

为主题的惠企政策交流会于6月9日在

河南自贸虚拟产业园龙宇国际如期举

行。来自河南自贸虚拟产业园内的河

南洪象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苏晤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等30余家企业参会。

活动就“万人助万企”与“助企纾困”

等惠企政策大环境下，企业如何依靠政策

复工复产、稳定生产经营进行了详细剖

析，为企业在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答

疑献策。目前郑东新区正在积极推进“全

域自贸化”，力图通过更多的自贸政策引

导，降低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助力企

业渡过难关，走上经营正轨。 （王琨）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陈海
棠吴梦达）“小区现在有了新面貌，我们

住得也舒心，原来无人居住的房屋也有人

陆续搬回来了。”6月23日，鹿邑县老君塔

社区居民秦淑华在焕然一新的小区里散

步，享受着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幸福感。

针对老旧小区“小散独”特点，鹿邑

县通过“连片、并入、合作”的形式，成功

打造功能齐全的“一区一街一文化”特色

街区。在全面调查摸底、全面倾听群众

呼声的基础上，鹿邑县按照“宜商则商、

宜绿则绿、宜公则公、宜封则封”的原则，

把“小散独”变身“整洁美”，让“小院”变

“大院”，把星罗棋布的楼院小区串点成

线，将贯通各个建筑的道路作为街区进

行改造提升，将地方配套投资建设的红

线外道路管网等设施连成一线，实现由

碎片化改造向区域化改造的转变。

近年来，鹿邑县已经对城区86处老

旧小区进行改造，受益居民8600户，投

入资金2亿多元，极大地改善了百姓居

住环境。2022年，该县计划投资1.38亿

元，组织实施2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受益居民4737户。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徐嘉）“小

彭，俺孙女的毕业证落家里了，现在她在河

北，让给她寄快递，你有空的话能不能来家

里一趟。”“中，婶！我这就去。”6月17日下

午，禹州市鸠山镇官寺村志愿者彭大妈接

到了村民王金环老人的电话后，骑着电动

车直奔老人家中。

今年60多岁的彭大妈是村里的热

心肠，退休后，她就加入了官寺村巾帼志

愿服务队，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一

名志愿者。连日来，彭大妈和其他志愿

者入户宣讲“五星”支部创建，听民声、

解民忧，全天候“接单”服务群众，用“绣

花式”的细腻服务让“五星”支部创建走

新更走心。

据悉，在官寺村，像彭大妈这样的

志愿者共有20余名，她们构成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主力军”。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韩素
萍）6月21日，林州市税务局党委班子

成员带队，深入40余家户企业开展“进

企业、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专项服

务活动。

走访过程中，该局工作人员详细了

解企业近期的生产经营状况和优惠政

策享受情况，送上该局印制的《2022年

组合式税费优惠政策汇编》，帮助纳税

人熟悉优惠政策的享受范围、申请时间

以及办税流程等重要信息，清楚、准确

地计算好企业收益账。

同时，他们认真听取企业在税法宣

传、风险防控、办税服务等方面的诉求，

查找政策落实难点赌点，就纳税人普遍

关注的问题给予了解答。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董瑜
雪 赵平艳）6月22日，走进延津县石婆

固镇北王庄村，昔日光秃秃的墙壁竟然

穿上了“新衣”，换上了“新颜”，一幅幅文

化墙绘映入眼帘，一阵阵文明新风扑面

而来……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北王庄村

率先而行，提出通过多彩墙绘扮靓家园、

传递文明。在得知该村想法后，延津县

十余名有绘画功底的教师主动拿起画笔

志愿加入。经过精心构思，连日创作，目

前，四大主题、20余幅栩栩如生的画作

跃然墙上。

一处处展现新时代风貌的文化墙

绘装点着村容村貌，走上街头，村民们喜

笑颜开。“现在这生活感觉可幸福了，天

天就像在公园里一样。”提起现在的生

活，86岁的胡继义笑得合不拢嘴。

本报讯“大爷，今天的血糖正常，但

是血压有点高，每天要记得吃药。”6月

23日，浚县卫贤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到卫贤村为村民开

展医疗服务，医生为75岁的刘大爷做完

体检后，一边在其个人健康档案册中记

录体检结果，一边叮嘱道。

在此次活动中，该院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通过开展健康义诊、合理用药

指导、健康教育、医保政策宣传等多种

形式，让群众切身体验到签约服务的优

越和便捷，增强了群众对该项政策的认

可和支持。

卫贤镇中心卫生院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该院着力加强家庭医生签约履

约服务，注重提升服务质量，让群众足

不出户就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成为

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张海防）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贾晗记者尹小
剑李振阳）6月21日上午，记者在淮滨县

台头乡何庄村一家大型农场看到，一台无

人驾驶插秧机正不知疲倦地在水田里来

回穿梭，不多时身后的秧田里就留下一排

排整齐笔直的秧苗；快到田埂时，只见这

台插秧机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精准转弯

和掉头，随即又继续自动插秧……放眼望

去，整个田间只有一个人在田边观看机器

运行情况和秧苗情况。

“这台无人驾驶插秧机，搭载卫星

导航驾驶系统，通过卫星天线，GPS卫

星定位来操控自行规划最优路线，完全

不需要人去驾驶，机器就能在田间自动

插种秧苗，还能实现智能避障、掉头转

弯等全套无人作业。”现场技术人员张

德虎告诉记者，基于卫星定位，工作人

员可在一旁通过手机屏幕轻松调整机

器作业速度，具有智能化程度高、操作

简单、工作模式多样灵活、行驶路径直、

轨迹偏差小等特点。

“人工驾驶的插秧机在田里走的时

候不容易走直线，容易走歪走斜，无人驾

驶插秧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提

前设置好的定位，无人驾驶插秧机路线

走得直秧苗插得也直。一台无人驾驶插

秧机，一天能插秧七八十亩地不成问

题！”淮滨锦绣江淮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峰兴奋地介绍道，“传统插秧机插

秧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驾驶，一人放

秧，而无人驾驶插秧机不需要驾驶员，直

接节省了人工成本。”

据介绍，无人驾驶插秧机相比传统的

插秧机有几点较大的优势，一是不受驾驶

员体力限制，节省人工；二是不分时间段，

工作时间长，不论天气有多炎热，都不受

影响；三是作业效率高，通过系统智能化

数据分析定位，无人驾驶插秧机能够精准

控制行距和苗距，确保插秧秧苗稳定有序

排列。

“我们利用机械来替代人工，这样不

仅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同时也能

解决因农村劳动力不足所产生的问题。”

张峰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6月19日，在鲁山县江河新区江北社区，

14岁的初中生刘意杰先是在邻居叶明秀

奶奶家吃了午饭，后又在邻居赵彩兰奶奶

家洗了个热水澡，其间邻居周东亮叔叔又

帮他家修理了老旧的空调。下午3点10

分，又被60岁的邻居王儒文爷爷骑摩托

车送回了寄宿学校。

“这几个月来，都是好心邻居照顾着

小意杰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孩子很懂礼

貌，在学校学习也很努力。”江北社区党支

部书记王成山说。

刘意杰的家庭情况很特殊，母亲早

在他刚满月时就因种种原因离家出走，

刘意杰从小由父亲和爷爷奶奶带大。

前些年疼爱他的爷爷亡故后，刘意杰就

和奶奶以及精神状态不太好的父亲一

起生活。

2022年3月初，刘意杰的父亲刘军超

意外摔伤，造成双下肢和腰部骨折卧床不

起，刘意杰的奶奶不久后又离开了人世，

刘意杰一下子成了一个“困境少年”。

刘意杰的不幸遭遇，邻居们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早在刘意杰的奶奶去世之

初，刘军超躺在床上没人照顾之时，社区

“两委”干部和老邻居李淑秋、赵彩兰、叶

明秀等就成立了一个“爱心小组”，轮流给

刘军超一日三餐送饭，照料他的吃喝拉

撒，帮助打扫家庭卫生。考虑到刘军超需

要长期休养，社区干部又跑前跑后争取到

了一笔每月都能按时拨付的固定资金，把

刘军超安顿到一家私人养老院，让刘意杰

彻底放下心来学习。

“孩子在寄宿学校读书，大家伙儿作

为老邻居，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就轮流

接送孩子上下学，轮流管孩子一日三餐。

哪家改善生活时，也会多做一份给孩子送

去。大家伙儿还给孩子买些新衣服、新鞋

子、新文具，鼓励孩子放下思想包袱好好

念书。”王成山说。

平日里，王成山还给刘意杰所在的班

主任打电话，了解刘意杰在学校的学习和

生活情况，叮嘱老师们要多多关爱孩子的

学习、成长。在众邻居的呵护下，性格内

向的刘意杰也逐渐活泼起来，表示自己一

定会努力学习，不辜负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们的期望。

“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大家伙儿一致

决定：会一直照顾孩子的生活，让他顺利

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叶明秀代表老邻居们朴实地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昆明
邢晶）“这就是评书杨家将中穆桂英大

破天门阵中用到的‘降龙木’，因为它

果皮开裂时外形酷似旧时文官的帽

顶，所以大家叫它‘文冠树’。”6月23

日，在平舆县高杨店镇洼里村的文冠

果树种植园，种植园园主、村干部李禄

介绍说。

文冠树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

种，文冠果油素有“液体软黄金”之称，

文冠树叶能做茶，花能观赏。在引种文

冠树上李禄先后用了10个多月的时

间，进行了数次考察，才于2019年引进

种植这150亩文冠果树林。

经过三年精心管护，今年春季，李

禄的文冠果树种植园进入了茶叶采摘

期，头一批文冠茶叶色泽鲜绿，香味浓

郁，一经上市，就赢得茶友的好评，一

度成为茶叶市场的抢手货。

小试牛刀的李禄对种植文冠树信

心更足了，他注册成立了河南兆隆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并将

产业发展规划、文冠树管护技术、产品

销售渠道及注意事项传授给大家，在

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的同时，推动

全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淮滨大型农场用上“插秧神器”

农机没有驾驶员 自动插秧快又准

平舆农民李禄
栽下“降龙木”
带民奔富路

呵护困境少年快乐成长

鹿邑县 老旧小区改出新气象

禹州市官寺村 志愿者全天候“接单”

林州市税务局 进企问需解难题

延津县北王庄村多彩墙绘扮靓家园

浚县卫贤镇 家庭医生送健康

惠企政策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6月21日下午，由中国一冶承建的

巩义市伊洛河治理工程康店桥项目最

后一片预制箱梁顺利架设就位，这标志

着康店桥项目全桥箱梁架设任务圆满

完成，为下一步的桥面系施工创造了有

利条件。项目负责人表示，项目部将全

力冲刺剩余各项节点，确保圆满完成康

店桥项目的各项建设任务，为巩义人民

打造一座幸福之桥。

（王佳军）

中国一冶康店桥项目全桥箱梁架设圆满完成

6月23日，在沈丘县付井镇旭鑫服饰有限公司，经过培训上岗的工人们忙着赶制出口订单。 近期，沈丘县妇联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协调对接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巾帼助企活动，通过座谈交流、形象改造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促进县

域中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实习生朱欣童）

6月23日上午，由新乡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中国好人王文洋文艺志愿团队授牌仪式

暨“风从黄河来”第二届郑新籍名家演唱

会举行，进一步浓厚新乡市创文氛围，加

强道德模范好人志愿服务引领示范作用，

同时加大郑新文化融合，讲好“黄河故

事”。

王文洋是新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师

从豫剧大师、王派艺术创始人王素君，他

数十年扎根基层，为改变戏曲低迷的现

状，创立了全国首家政府批准的豫剧协

会。今年5月底，王文洋荣登“中国好人

榜”。

志愿服务一直在路上。在全民抗击

疫情之时，王文洋率先改编豫剧《凯旋归

来再娶你》；去年在新乡遭受特大暴雨灾

害时，王文洋第一时间组织政协委员和文

艺志愿者到各个安置点进行慰问演出，以

艺术抚慰人心。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

作者，把最美的精神食粮送给人民群众。”

王文洋说，文艺志愿团队正式授牌成立

后，他将以文艺志愿者的身份继续为广大

群众服务，用艺术的形式诠释生活中的真

善美，义务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进行演

出、开展讲座，弘扬民族文化。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6月23日，夏日的滚滚热浪与粗犷

豪放的铙镲协作声在西平县权寨镇郭

庄村交织，走进村庄，秧歌、舞龙舞狮

等民间艺术表演令人目不暇接。“今天

俺们村成立乡村文化合作社，跟过年

一样，你往那边瞅，还有平时见不到的

‘二鬼摔跤’表演哩。”村民陈明仁笑着

告诉记者。

“我们村的这个文化合作社可是

县里头一家，以后村里的文化气息肯

定更浓郁。”该村党支部书记陈胜堂

说，“我们村有一大批‘乡土文艺人

才’，有敲锣打鼓拉弦子的，有唱戏写

字画画的，他们原先总是聚在村里的

文化室一块儿切磋，后来一研究就成

立了这家合作社。”

据了解，自西平县实施“文旅振兴

工程”以来，权寨镇持续培育文化优

势、壮大文化力量，目前全镇仅书画艺

术人才就有30多人，其中中国书协理

事1人、国家级书协会员4人，省市级

书协会员20多人，文化事业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6 月 21 日 晚 ，福 彩 双 色 球 第

2022070期开出头奖9注，单注奖金为

713万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3注，分落

郑州、三门峡、巩义，再现大奖福地。当

期开奖后，郑州、巩义大奖得主先后现身

领奖，均为女彩民，共同见证福彩好运。

数据显示，这3注一等奖分别出自郑

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鑫苑都会广场

41010296投注站，为一张单式5注10元

票，命中奖金713万元；河南三门峡市渑

池县41128404投注站，为一张复式票，

命中奖金725万元；巩义市新华路北段

41710002投注站，为一张单式5注10元

票，命中奖金713万元。

开奖后第一天，郑州大奖得主刘女

士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奖，她和家人购买

双色球已经十年，平时多以机选为主，每

次投注金额都在10元左右。“重在参与

吧，这次的彩票也是机选的，中奖很意

外。”刘女士说，当晚她查询开奖后，就知

道自己中了大奖713万元。“激动得很，睡

不着，这一早就来领奖了，很开心。”

好运无独有偶，巩义大奖得主何女

士也前来领奖，与郑州刘女士相同的是，

她也购彩十年了，每次投注10元左右，喜

欢机选，此次713万元大奖彩票也是机选

所中。但不同的是，自从知道自己中奖

后，即使核对了好多次，何女士也一直不

敢相信是真的。直到她来到省福彩中心

兑奖室，福彩工作人员验票告知中奖后，

她才放心下来。

为了回报社会，领奖现场，巩义大奖

得主何女士自愿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出

善款1万元。“会继续购买双色球，支持福

彩事业。”何女士说。

（豫福）

西平县郭庄村
成立文化合作社
群众乐享“文化餐”

用豫剧唱
中国好人王文洋文艺志愿团队授牌成立

鲁山好邻居

黄河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