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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批准，注销《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业务范围：经国
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
级公司授权的业务。现予以公告：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禹州支
公司

机构编码：000098411081
许可证流水号：00060245
批准日期：2009年 01月 28日

发证日期：2022年 04月 08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夏

都办禹王大道西段路北15号一层 邮政
编码：461670

联系电话：0374-6067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以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
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批准，注销《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业务范
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现予以
公告：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
心支公司长葛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98411082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55620
批准日期：2008年 02月 02日

发证日期：2022年 03月 16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黄

河路与金英路交叉口东南角中创国际博
览城5号楼 2层 2028、2029号商铺 邮政
编码：461500

联系电话：0374-6067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以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
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公告

□本报记者 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

生活必需品市场货足价稳，运行有序。

肉类价格略有上涨。上周全省

肉类零售均价为 64.94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0.36%。其中猪肉（后腿肉）

零售均价为 27.35 元/公斤、羊腿肉

83.34 元/公斤，较前一周分别上涨

5.35%、0.3% ；牛 腿 肉 零 售 均 价 为

84.14 元/公 斤 ，较 前 一 周 下 降

1.09%。受产能去化和养殖成本支

撑，养殖端惜售情绪较强，叠加降雨

天气加剧了生猪出栏及收购难度，助

涨猪肉价格。夏季猪肉消费处于淡

季，市场走货较为缓慢，同时肉价回

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预计近期

猪肉价格波动偏强趋势或将持续，但

上涨空间有限。

蔬菜价格低位回升。上周全省

蔬菜零售均价为 5.06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 3.27%。从具体品种看，莲

藕、冬瓜、南瓜、胡萝卜、西红柿、豆芽

有所下降；黄瓜、西葫芦、菜花、菠菜、

圆白菜、辣椒均有上涨。6月底我省

多强对流天气，蔬菜保鲜及损耗成本

增加，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小幅回升。

目前全省蔬菜价格依旧处于季节性

低位区间，但高温、降雨天气将对蔬

菜产量和质量造成一定影响，预计近

期蔬菜价格或将延续低位回升态势。

鸡蛋价格延续弱势。上周全省

鸡蛋零售均价为 9.25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 2.63%；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7.52 元/公 斤 ，较 前 一 周 上 涨

0.23%。7 月中后期贸易商、食品企

业备货需求增加，逢低补货的可能性

较大，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回落空间

有限。

粮油价格涨跌不一。上周全省

粮食零售均价为 5.05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0.4%；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

为 17.12 元/升 ，较 前 一 周 下 降

1.83%。目前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充

足、购销平稳，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

将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水果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

水果零售均价为 8.98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 1.97%。市场供应较为充

足，预计近期水果价格仍有回落的

空间。

水产品价格略有下降。上周全

省水产品零售均价为 27.63元/公斤，

较前一周下降0.18%。现阶段虾类处

于盛产期，养殖端大量出货，拉低水

产品整体价格。近期南方及我省降

雨频繁，不利于捕捞，且高温天气下

水产保鲜成本增加，预计后期水产品

价格有小幅回升的可能。
7月2日，在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三李营村，南阳亚风仿真花有限公司扶贫车间的女工在制作仿真花。该扶贫车间建成

投产一年来，组织了当地80余名家庭妇女进厂务工，生产仿真花100多个品种，产品俏销法国、美国等欧美市场。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创建“五星”支部开创乡村振兴
新局面

近来，汝南县南余店乡把“五星”

支部创建工作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结合“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重要内容，围绕“支部过硬、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

幸福”五项指标，主动作为、深入谋

划、稳步推进，积极提升农村基础设

施，有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努力提

高基层党员干部乡村治理能力水平，

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吴松）

多措并举保障施工节点
6 月 28 日，由中国一冶承建的

周口淮阳腾达社区项目召开“大干

一百天”劳动竞赛动员会。会上，项

目领导班子根据现场施工进展制定

各项节点目标，颁布了相应的激励

措施。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更

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项目建设

当中，为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任

务贡献力量。 （雷贺）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苗育才

7月 4日上午 10点，夏邑县邮政

分公司业庙乡邮政支局门口，像往常

一样，县里运送邮件报刊的绿卡车准

时达到。

乡邮递员陈文涛把卸下来的一

大堆报刊、信件、生活用品一一进行

消毒、分拣、封装。一个多小时后，他

再把这些邮件报刊搬到自己送件的

面包车上，按路线开始了一天的行

程。

“小陈啊，天气这么热，还送这么

准时啊！”该乡白楼村赵清华大叔接

收到自己的邮件，感动地说。

“大叔，用户投递的物资、信件重

要，天气再热，我们邮递员也要尽快

把邮件送到用户手中。”

陈文涛是一名转业军人，退伍后

于 2008年成为夏邑县业庙乡邮政支

局的一名邮递员，在这个岗位上已经

兢兢业业地工作了 14年。在多年的

投递工作中，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及时投送每一份邮件。对于一些没

有收件人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的“死

信”也不轻易放弃。这些年经陈文涛

复活的“死信”就有几十封。

去年 4 月，一封收件人信息为

“河南省夏邑县业庙乡马兰英收”的

挂号信发到了业庙乡支局，由于没有

写明具体地址和联系电话，按规定，

这样的信件可以原路寄回。陈文涛

凭借多年工作经验，觉得这封信一定

很重要，于是在后来的大半个月下乡

投递工作中，多方打听，终于在业庙

乡王油坊村找到了一位叫马兰英的

老人。

马兰英老人和老伴儿宿万友当

即拆开了信件。看了信的内容，两位

老人非常激动，说这正是自己失散多

年的女儿来的信。按照信中的联系

方式，两位老人拿起手机拨通对方号

码，听到 30多年未见的女儿声音时，

他们喜极而泣，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

情感，放声哭了起来。

原来30多年前，马兰英与宿万友

在西安谋生，因家庭子女较多，生活

非常困难，马兰英把年仅 6岁的女儿

送给别人抚养。随后，马兰英一家返

回老家夏邑县业庙乡生活，这一别就

是30多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越发想念

自己的亲生父母，见一见父母的心情

越来越迫切。但是，养父母只记得她

的亲生母亲叫马兰英，老家在夏邑县

业庙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女儿寄

出了一封收件人信息为“河南省夏邑

县业庙乡马兰英收”的挂号信，没想

到真的找到了亲生父母。

据夏邑县邮政分公司办公室工

作人员介绍，2008年陈文涛进入邮政

系统工作，平常就乐于助人、甘于奉

献，多次受到客户来电、口头表扬，被

单位推荐为“商丘好人”。

乡村旅游大镇书写“突围”答卷 乡邮员陈文涛
平凡岗位绽放华彩

肉类价格略有上涨
蔬菜价格低位回升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吕
运奇）暑期气温居高不下，文旅消费

再火一把。7月2日晚，由郑州国际文

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中牟县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中牟县商务局、大孟

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牟县“暑期

文旅消费季”暨电影小镇“摩登星河

夜市”启动仪式在该县举行。

据介绍，“摩登星河夜市”是电影

小镇拓展产品业态的新尝试，打造的

10家帐篷市集、20家后备厢集市、15

个餐饮花车汇聚了数十种文创产品、

近百种特色美食。不仅有地方传统特

色餐饮，更有备受青睐的网红产品。

同时，多种亲子游乐项目可参与体验，

乐队嘉宾现场表演让游客夏夜的用餐

体验更有魅力。

为助阵“暑期文旅消费季”，郑州

方特欢乐世界推出贯穿整个暑期的

“啤酒电音节”，让广大游客享受一场

炫酷超燃的电音盛宴；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推出暑期档——“夜幻城”，同

步推出的还有夜幻城优惠票价。为

配合郑州市文旅行业发放文旅消费

券活动，中牟县还鼓励景区、电影院、

KTV、民宿等场所通过企业让利、推

出消费券礼包、优惠套票等方式，让

利于民，真正让文化旅游发展成果惠

及更多群众。

中牟县

暑期文旅消费季启动

□本报记者 张莹

修武县云台山镇可谓乡村旅游大

镇，赫赫有名的 5A级景区云台山在其

境内，全镇有 10个行政村，岸上村、古

洞窑村、一斗水村、片马村、兵盘村等，

村村发展乡村游。

疫情之下，旅游业受到的影响首当

其冲。以旅游业为主的云台山镇面对前

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如何实现脱困、突

围？6月28日，记者深入大山实地采访。

疫情汛情下民宿经营惨淡

“经营惨淡！”一斗水村“山水怡居”

80后农家乐老板张静芳，用惨淡一词

形容前段时期的乡村游。

一 斗 水 村 在 太 行 山 深 处 ，海 拔

1000余米，是国家级传统古村落、避暑

胜地。“山水怡居”农家乐于 2019年在

老宅基地上建成，2020年经营还算红

火。“因去年洪水，省道修陵公路被冲

毁，村里基础设施遭到毁坏，加上之后

的疫情，今年五一前经营处于停滞状

态。”张静芳说。

临近一斗水村的片马村，村党支

部书记董迎新也经营有农家乐。山沟

景色原始、奇险，是驴友的户外拓展基

地，去年由于洪水加疫情，同样处于停

滞状态。

“前段时期顾不上经营，防疫任务

很重，全镇党员干部轮流下山值班防

疫，设置卡点，严防死守，山下游客上不

来。”董迎新说。

一斗水村、片马村、东岭后村等被

当地人称为后山，为深山区，人口占全

镇的三分之一。前山的几个村中，岸上

村最有名气，是北方民宿网红打卡地，

有500余家从事民宿和餐饮，大部分群

众经济来源靠旅游服务业。

依山而建的璞澜民宿，设计精美。

“2019年靠贷款建起，疫情加洪水，去

年一年零收入。”璞澜民宿张贵香说，

“岸上村情况都一样，因疫情陷入困

境！实在是太难了，没有经过这么大的

困难！”

减负增收助乡村旅游突围

岸上村民宿基本上是靠贷款建起，

在乡村游收入是零的情况下，陷入了无

钱还贷的窘境。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

道必答题。”修武县委常委、云台山镇党

委书记赵保霖说。

4月，云台山镇主动协调金融部门，

加快延期还款、降低利率等政策落地，

让全镇民宿主尽快享受到纾困政策。

“幸亏有了延期还款政策，可以年

底有钱时再还款，减轻了资金压力！真

的非常感谢政府。”张贵香感慨道。

“闭关”期间，云台山镇加快旅游业

提档升级，做好一旦放开迅速重启的准

备。岸上小镇以获评首批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为契机，对街巷

进一步整修；修陵公路修复通车，片马

村修建起新民宿；一斗水村出村柏油路

建成，排污网管重建结束，石板路正在

铺设……

五一小长假，沉寂近一年的云台山

镇，开始接待焦作市内游客。“明天可以

营业了，我们准备好了手工馒头！”爱玩

抖音的张静芳第一时间发了条视频。

“山水怡居”经过彻底打扫和消毒，从里

到外焕然一新，通过镇里疫情验收顺利

拿到了“经营绿码”。五一期间一斗水

村接待游客近万人。

随着疫情形势的缓和、旅游市场的

复苏，6月以来，云台山镇的游客逐渐

增加了。周末，“山水怡居”四间房又是

客满，便宜的一晚 100元，最贵的一晚

300元，提前两天全被预订。“游客上山

了，农家乐加上卖山货，今年增收有指

望了！”张静芳说。

夜晚的岸上小镇，灯火辉煌，游人

熙熙攘攘，小吃街、特产店、烧烤摊生意

兴隆，夜生活再现昔日烟火气。

培育特色产业实现两条腿走路

“山上有大量野生中草药，去年发大

水后，全村人都上山采药，我家卖连翘

果卖了约2万元。”一斗水村王秋生经营

着青石园农家乐，没游客时全家人上山

采中草药。“一个采收季少的一户卖一两

万元，多的能卖三四万元。”王秋生说。

云台山镇有生态资源优势，在旅游

服务业之外，怎样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新路径？今年上半年，镇里请

来农业专家，山上不起眼的那些草、果、

根、茎，在专家看来都成了宝。

“云台山镇发展靠旅游业，长期一

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差，我们正在挖

掘自然禀赋，思考探索产业体系从一条

腿走路向两条腿走路转变，发展模式从

靠天吃饭向自己做饭转变。”赵保霖说，

“疫情冲击下，不能抱着金饭碗没饭吃，

我们要自己做饭，一旦游客进不来，我

们的产品还能出去。”

基于独特的自然禀赋，云台山镇有

大量的野生连翘，每年没等连翘果长好

一些山民就急着上山采摘，被当地人称

为抢青，造成了浪费，效益也低。培育

中药材产业，云台山镇根据专家建议，

从野生连翘开始做文章。

“7月 15日之前，镇里禁止采摘连

翘，如果采摘、收购、销售，将被视为抢

青采收，依法予以取缔和打击。”一斗水

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为规范连翘采

收秩序，云台山镇联合林业、公安、市场

监管部门加强了连翘采收管理。

“这是镇上首次制定发布打击抢青

的政策！村里巡逻队不间断巡逻，发现

抢青行为会立即制止和处理。”王勇

说。禁止抢青，能提高野生连翘产量和

品质，提升效益。

为发展连翘，王勇和村里另外两个

年轻人一起，在原来 30亩连翘的基础

上，又流转土地70亩试种连翘。眼下，

东沟自然村的梯田上，连翘有大拇指

粗，“连翘 3 年挂果，明年就可以收获

了。”王勇说。

山上还有野生核桃、山杏、小米等

山货，一斗水村正在谋划成立“斗水情

怀”合作社，上马深加工产业，打出品牌

特色，把中药材、野菜、瓜果等山货卖出

大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斗水村因

路不通被困深山。村民筹资筹劳，用铁

锹、铁锤、炸药、小推车，硬生生将挡在

眼前的大山开出一条通道。19个被称

为叠彩洞的穿山隧道，给世人留下了可

贵的“叠彩洞精神”，那就是：宁可干死、

累死，绝不困死！

“当前的疫情也是挡在我们面前的

一座大山。”赵保霖说，“我们要发扬‘叠

彩洞精神’，走出一条‘突围’之路！”

7 月 2 日 ，福 彩 快 乐 8 第

2022173期开出 1注“选十中十”大

奖 ，花 落 河 南 ，出 自 郑 州 市

41010390投注站，为一张选十复式

票，由于正值 5.2 亿大派奖期间，喜

中“选十中十”特别奖，多得派奖奖

金 500万元，一共收获奖金 1008万

元，再现大奖福地。

当期开奖后，郑州快乐8大奖彩

民刘先生（化名）来到省福彩中心领

奖，据了解，他是福彩老彩民了，购

买福彩多年，对于中奖他十分自

信。“我的一个朋友之前中过二等

奖，亲眼见证，我就相信了真的能中

奖，就一直坚持买彩票。”刘先生说，

去年快乐8上市河南后，他就一直参

与购买，并坚持机选投注。“中不中

奖都是运气，既然大奖是真实的，那

么我机选肯定也能中奖，我就试一

试，这不大奖就来了。”

得知自己中了 1008万元后，刘

先生非常激动，但很快他就平静下

来，“也许是我一直相信自己能中

奖，所以很快就平复了内心，不过感

觉还是很好的。”

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福彩

“快乐 8”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

于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至

“选十”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

“选十”“选九”“选八”“选七”玩法

中，若投注号码与开奖号码全不同，

也能获得奖金。简单又好中，惊喜

正进行，赶快行动参与收获属于自

己的好运吧！ （豫福）

56人合买双色球
三门峡彩民喜中725万元大奖

合买收获好运，再现大奖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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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花

落郑州、三门峡、巩义，再现大奖福

地。当期开奖后，大奖彩民陆续现身

领奖，共同见证福彩好运。

数据显示，这 3注大奖分别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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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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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激动了，没想到是个大奖！”

领奖现场，三门峡幸运彩民分享中奖

经历。据了解，该大奖彩票为一张复

式 11+1票，当期将投注金额分成了

66份，“有人多买，有人少买，最后一

共是56人合买。”投注站业主韩先生

说，当晚开奖后，大家都很兴奋，这也

是渑池县中出的首注双色球一等奖。

为见证福彩好运，投注站业主韩

先生和大奖彩民代表一起领奖。“感

谢福彩送来的好运，以后会继续购买

双色球，支持福彩事业。”

（豫福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