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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沈丘县委第四巡察组围绕

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结合正在开展

的十三届县委第二轮巡察工作，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在巡察驻地石槽集乡

于营行政村专题研讨学习，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谈学习、讲感悟、抓落实。

通过交流研讨和学习，大家一致

表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

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开创

新时代巡察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

义，将脚踏实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日常巡察

行动上来。一要把握新时代新要

求。新时代对巡察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就是要坚持以“五个牢牢把握”为

重点，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政治定位、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围绕“三个聚焦”，

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察。二要时刻

牢记人民宗旨。巡察工作就是要做

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落脚

点。三要迅速贯彻落实。按照县委

要求，结合十三届县委第二轮巡察工

作，要原原本本学、深入系统学、联系

实际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学习好、

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截至目前，沈丘县委巡察办及五

个巡察组通过线上线下形式，陆续开

展集中学习 8次，个人学习 200余人

次，在全县范围内率先掀起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艾长青）

夏邑县曹集乡
汇聚党外力量谋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陈承
华王龙）11月16日，夏邑县曹集乡组

织党外代表人士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家乡建设贡献党外力量。

近年来，曹集乡党委一切为了群

众，处处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党外代表人士及乡贤

在各项工作中的作用，取得明显成

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该乡积

极组织大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通过座谈会、理论宣讲、访谈

教学、现场教学等方式，加强党外代

表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党外代表

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忠诚履职担当 肩挑征程使命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郜敏青俊

11月 7日，天刚蒙蒙亮，35岁的张

梦将一包包棉衣、棉鞋和文具装上车，

匆匆向太康县转楼镇王庙村出发。“天

冷了，得赶快把冬装给3个孩子送去。”

张梦说道。

一路向北，40分钟后，张梦来到王

庙村。“妈妈来了！”看到张梦，3个孩子

从院里飞奔出来。“来试试棉衣和鞋子

合不合适。”张梦打开塑料袋，拿出几件

不同型号的棉衣和鞋子。“妈，真好

看。”3个孩子穿着新衣服，站在张梦面

前扭动着身子，争着让张梦欣赏，阵阵

欢笑不时从院子里传出。温馨和谐的

场景让邻居们羡慕不已，“这几个孩子

真有福气啊，有这样一个有爱心的妈。”

这3个孩子是张梦2021年 6月到

转楼镇慰问事实无抚养儿童时认养

的，张梦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资助他们

上学的。

据了解，这3个孩子中大女儿名叫

王娜（化名），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

二女儿名叫王赢（化名），今年7岁，上

小学二年级；小儿子名叫王明（化名），

今年4岁，正上幼儿园。此前，3个孩子

因长期缺少母爱，性格孤僻，不爱与人

交流。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张梦隔

三岔五往他们家里跑，送衣服、送学习

文具，还趁星期天把他们带到县城洗

澡、理发。渐渐的，3个孩子开朗起来，

学习成绩也都有了较大进步，大女儿

王娜在近几次的考试中都是班级前三

名。

此次过来，张梦还特意带了一些

本子和笔。“妈妈，您每次来都买东西，

这次带更多，我们都可以在家开超市

了。”二女儿王赢风趣的话引来现场一

片笑声。

其实，资助像王娜这样的事实无

抚养儿童，张梦早在5年前就已经开始

了，据统计，目前她资助的孩子已有

300个。今年10岁的太康县芝麻洼乡

丁花行政村的陈俊（化名）也是其中的

一个。因父母离世早，陈俊从小跟着

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17年年初，经

别人引荐，张梦认养了陈俊。“记得第

一次去，陈俊怕生，一直躲在爷爷的背

后。”张梦回忆说，她走过去蹲下身子

把陈俊揽在怀里，此时陈俊突然说出

的一句话让人泪奔：“阿姨，你身上真

好闻，是妈妈的味道！”“孩子，今后我

就是你的妈妈，我来照顾你，好吗？”从

此，张梦给他送钱送物，把他打扮得漂

漂亮亮。在张梦的帮助下，原本怯生

怕人的陈俊开朗爱笑了，在学校打扫

卫生、帮助同学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临近中午，张梦到了回城时间，临

走她和3个孩子约定：“这个星期天，到

县城紫薇柿界去游玩、吃西餐。”

伊川县葛寨镇张棉村位于伏牛

山脚下，是伊河支流沙园河的发源

地，主要农作物有富硒小米、富硒红

薯、富硒蔬菜和优质烟叶等。人口

1700多人，土地 1.6万余亩，森林覆

盖率80%，耕地1990亩，林地85亩。

张棉村过去很有名。

“大肚大才”的北宋名臣张齐贤

曾徙居张棉，张棉村的名字正是为纪

念他被重用而起的。抗美援朝中壮

烈牺牲的侯书章从小就生活在这个

村。村里有一棵“藤恋树”，2021年

入选洛阳市最美十大古树，由一株约

260年的紫藤和一株约 330年的黄

连木组成，紫藤从黄连木的树干开

始，紧紧向上缠绕，形状颇像一对恋

人相依相偎。

优良的自然条件是张棉的后发

优势。

中国电信洛阳分公司和伊川县

教体局是该村的帮扶单位。前者帮

助村子建起了饲料生产线，每年为

村集体经济养殖合作社节省饲料

成本 15 万元，2014 年一年消费扶

贫超过 10万元，后者在文明卫生、

文化扶贫、扶智等方面倾注了大量

心血。

在脱贫攻坚中，该村党支部书记

侯孟飞引导乡贤返乡，带领群众先后

建起了滑雪场、光伏发电站、养牛场、

养兔场和饲料加工车间，此番让村集

体经济年分别增收10万元、20多万

元、3.5万元、3万元、1.5万元，不但脱

了贫，而且走向小康。如今的张棉，

山花烂漫，瓜果飘香，鸟鱼成群，犹如

世外桃源，踏青、垂钓、采摘、滑雪者

络绎不绝。

眼下，火红的辣椒是张棉最亮眼

的颜色。今年3月，按照育苗、栽植、

管理、订单销售“四统一”模式，张棉

村鼓励乡贤流转土地 85 亩种植辣

椒，带动170人就业，村子计划明年

种植蔬菜 260亩、辣椒 120亩、冬瓜

100亩、菠菜40亩。

（许金安沈继莹李德伟）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赵
明星）近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公

布 2023 年度全球推荐旅游地名单，

龙门石窟入选文化类旅游地。

据了解，该名单以“尊重”为主

题，共分为社区、文化、冒险、自然、家

庭 5 个类别，囊括了 25 个旅游目的

地。其中，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成功入选文化类旅游地。文章介绍，

2021年，该世界遗产地成为电视节目

《龙门金刚》杂技舞蹈的背景，并引起

全国轰动，该石窟也是西安交大与芝

加哥大学数字扫描科技合作的对象。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岳紫君
古俊锋）“来，尝尝我们纯手工炒出来的霜桑

茶，特别香！精挑细选霜打的桑叶，经过切

丝、清洗、杀青、揉捻、晾晒、炒茶等多个步骤

制作而成。”11月 7日，渑池县张村镇九龙

家庭农场负责人上官黎明一边泡茶一边介

绍说。

据了解，九龙家庭农场占地400余亩，

是集农产品采摘、生猪养殖、观光休闲、餐

饮娱乐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园区，除了

300亩的桃园、80亩的桑葚园、20亩的野

枣园，还有一个存栏400余头的生猪养殖

场。近年来，该农场挖掘桑叶价值，将桑叶

加工成飘香的霜桑茶。

上官黎明说：“80 亩 6000 多棵桑葚

树，每天可采3000斤左右霜桑叶，这些桑

叶大约能出600斤霜桑茶，不仅获得了高

收益，还解决了本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庆元
周浩何晓阳）11月14日，记者在南阳市邓

禹路看到邓禹路范蠡路口面貌焕然一新，

原本的断头路已被打通，方便了附近居民

的出行，新修的道路平坦干净，马路上人来

人往，道路两侧都安装上了路灯。

邓禹路南延工程全长 592.692 米，沿

线与汉冶路相交，红线宽度为60米，双向

六车道，通车后对完善周边路网结构、缓解

周边主干道交通压力、增强应急保障能力

等发挥重要作用。自该工程启动征迁工作

以来，宛城区积极向群众解读征迁安置政

策，及时帮助征迁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赢得

了征迁户的理解和支持，大大加快了施工

进度，为缓解邓禹路交通拥堵和路网的通

达性提供了保证。据了解，该主干道的贯

通成功连接了范蠡路和孔明大道，极大缓

解了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改善了附近居

民群众的出行条件，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城

市路网结构。

本报讯 （通讯员晏家兵 记者尹
小剑）11月 11日，潢川县自来水公司

党支部书记、经理易恩辉走进潢川县

政务中心用水报装窗口，体验了相关

业务办理流程，借以查找企业、群众

办事的难点、痛点问题，助力公司服

务质量再提升。

易恩辉以办事群众的身份，详细

了解报装申请、水费缴纳、水表校验、

移装更名等业务办理流程以及各个

环节的办结时限，以工作人员的身份

进入工作台接待办事群众，从受理业

务、答疑解惑、进入程序、打印结果等

方面进行指导，对办事流程的合理

性、顺畅性、便捷性有了切身体验。

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

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潢川县自来水

公司将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了解群众

用水需求，继续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

项政策措施，提升巩固供水服务能

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优质贴心

的服务，切实做到便民利民。

11月15日，沁阳市太行街道白庄村冯氏国元糖坊，制糖师傅忙着拔糖（图①），制作一款辫子状芝麻糖（图②）。芝麻糖是沁
阳市及周边地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冬令食品，每年深秋到次年初春，该市的白庄、南孔等村的糖坊生产20万斤以上芝麻糖，辐
射带动周边村镇600余户群众专事批发销售。 杨帆 摄

太康张梦 300个孩子的妈

伊川县张棉村古村新事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公布全球推荐旅游地名单
龙门石窟入选文化类旅游地

南阳市宛城区
道路通 便民行

潢川县自来水公司
一把手走流程 换位体验提质效

渑池县九龙家庭农场
炒成茶 桑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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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化红军 康晓灿 徐嘉）一根绣针、一

团彩线、一块布料、一双巧手，演绎

着悠久的刺绣文化。在禹州市顺店

镇，传统刺绣不仅得到继承和发扬，

更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绣”出了一

条群众就业致富的新路子。

11月 12日一大早，将家里收拾

停当，顺店镇顺西村56岁的康凯就

来到村里的刺绣制衣公司上班，这

几天，她正和“绣娘”们忙着赶制一

批来自北京的订单。

车间里，各种刺绣产品做工精

细、图案精美、色彩鲜艳、引人注

目。换上工作服，康凯麻利地将机

器调试好，十余台绣花机便飞速运

转起来，一根根绣花针上下翻飞，精

美绝妙的图案跃然呈现，飞针走线

间，戏服花纹的头道工序便完成了。

“我腿有残疾，出不了远门，在

这里上班，坐着就能赚钱，每个月挣

3000多块钱呢！”康凯乐呵呵地说。

康凯所在的刺绣制衣公司由许

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松

晓创办，该公司通过免费培训、提供

设备支持等，带动不少附近村庄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

“冬季是刺绣制衣的旺季，订单

比较多，最多的时候需要三四十个

工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成衣，包括

古装戏服、秧歌衣、寿衣等，销往上

海、北京、石家庄、天津、西安等多个

地市。”杨松晓告诉记者，在政府的

支持帮扶下，公司不仅更好地传承

了刺绣技艺，还建起了非遗展示基

地，这几年生意越来越火。

据了解，顺店镇素有“丝绸之

乡”的美誉，巢丝织绸，史源千载。

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顺店镇鼓励

有手艺、懂管理、会技术的“能人”组

建刺绣公司，从场地、设备等方面给

予全力扶持。目前，该镇拥有刺绣

成衣加工户966家，其中，规模较大

的机绣加工户60家、手工绣加工户

40家，辐射全镇39个行政村以及朱

阁、花石、火龙等多个周边乡镇，带

动绣衣花纹等织品加工专业户4431

家，解决就业6000余人。

禹州市顺店镇“绣”出群众就业致富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贺
书云）近日，记者从中国一拖获悉，该

企业研制的东方红LF2204无人驾驶

拖拉机成功亮相“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系此次唯一入选的农机展

品，在中央综合展区展现“洛阳创新”

形象。

依托搭载的各类先进技术，用户

在千米距离范围内便可对东方红

LF2204无人驾驶拖拉机状态进行干

预调整，还能够控制旋耕机、整地机、

翻转犁、播种机等多种农具进行实地

无人作业，满足无人农机安全性、可

靠性、易用性、精准性的要求。

在日前举办的2022第十届中国

农机高端论坛上，东方红 LF2204无

人驾驶拖拉机顺利摘得“评委会大

奖”，其参与的主粮生产作业全程无

人化解决方案入选2021“中国智能制

造十大科技进展”。

此外，“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河南展区还展出了东方红 LF2204、

LX1204两款轮式拖拉机模型。前者

是我国最早商品化且批量销售的动

力换挡产品，后者则打破了进口品牌

在国内100马力以上的垄断地位。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
琳琳杨文佳）11月16日，记者在漯河

市源汇区公路养护中心获悉，为有效

缓解市区道路交通压力，减少过境重

型柴油货车尾气污染对环境空气质

量的影响，该区公路养护中心积极与

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达成合作协议，

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发布限行绕

行、交通事故道路阻塞等实时路况信

息，引导过境重型柴油货车按照规定

绕行路线行驶。

自 2022 年 11月 7日开始，源汇

区地图上禁行区域均已更新，途经辖

区内的司乘人员可通过高德地图手

机 App，在实现基本的导航功能以

外，获取所行道路的实时路况信息提

示，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将在行车距

离现场2公里和200米处进行自动语

音播报，保障司乘人员的畅通出行和

公路养护作业区的安全管理。

漯河市源汇区
携手百度地图打造“互联网+公路”

洛阳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
亮相“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于 杨
明华）初冬，正是农村最清闲的时节，而行

走在汝南县常兴镇许屯村，却是另一番景

象：8家合作社里，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打

捆、装车，干得热火朝天。

许屯村种植中药材有20多年的历史，

但不成规模。近年来，村“两委”引导鼓励

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夏枯草、石见穿等药材

种植，同时积极与科研院所、龙头公司、药

材市场对接，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村集

体+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

式，调动了村民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

目前，许屯村中药材种植实现农户全

覆盖，面积达3000多亩，亩收益3000元，

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中药材5万余亩。

汝南县常兴镇许屯村
中药材 聚财来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徐
松李岩）11月14日，走进郸城县吴台

镇李岗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排排

蔬菜大棚里，一垄垄西芹、一行行白

菜、一片片有机花菜竞相成熟，菜农

在地里忙着收获、装车，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据悉，吴台镇李岗楼村有蔬菜种

植大户两户，共种植娃娃菜、西芹等

600 余亩，每年每亩地纯收入超过

7000多元，带动就业20多人。

吴台镇像李岗楼村这样大力发

展特色蔬菜种植产业的还有很多，李

庄村的番茄、吴台村的莲藕、晋菜园

村的芹菜……一年四季蔬菜种植、收

获不断，在吴台镇25个行政村每一个

村庄都能看到菜田、菜棚。

今年，吴台镇日光温室大棚项目

大吴示范区开工建设，该项目分为大

吴、李庄、张楼三块片区，大棚总计29

个，主要发展西红柿、黄瓜、辣椒、豆

角等本地反季节蔬菜产业，将有力加

快吴台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民增收。

郸城县吴台镇
挎着“菜篮子”奔小康

10月 30日晚，福彩快乐 8第 2022289期开奖，焦

作彩民喜中1注一等奖500万元，出自焦作市工业路九

一医院东 41080032 投注站，为一张“选十”单式 2元

票。

为确保彩民安全顺利兑奖，河南省福彩中心开设

绿色通道，11月 14日下午，大奖得主李女士（化名）现

身焦作市福彩中心，顺利兑取500万元奖金。

据了解，彩民李女士已购买福彩多年，每次投注金

额不多，此次命中大奖出乎意料，心情很激动。她表示

以后会多参加公益活动，回报社会。

据悉，大奖中出后，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情

况下，焦作市福彩中心积极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及时联

系站点业主悬挂中奖横幅，张贴中奖喜报，邀请锣鼓队

进行庆祝。 （河南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