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2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 / 陈辉 版式 / 李英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综合新闻 3农村版

河南商务预报

□本报记者 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

运行平稳。重点监测的66种商品，价格

“32降1平33涨”。

猪肉价格继续回调。上周全省肉类

零售均价为67.34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3.5%。其中，猪肉（后腿肉）零售均价为

38.0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牛腿肉

零售均价为83.6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4%；羊腿肉零售均价为 80.37 元/公斤，

较前一周下降3.5%。临近年底，规模猪

企出栏增量，养殖户前期育肥猪源进入

集中出栏阶段，但消费端不及预期，市场

整体呈供强需弱的局面。预计猪肉价格

仍呈震荡调整态势。

蔬菜价格季节性回升。上周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5.45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2.1%。从具体品种看，黄瓜、白萝卜、

西红柿、圆白菜、辣椒、芹菜分别下降；生

姜、西蓝花、菜花、豆角、豆芽、油菜分别

上涨。冬季气温下降明显，本地蔬菜产

量相对减少，同时设施蔬菜和外调蔬菜

生产、保鲜、运输等成本增加，菜价处于

季节性上涨态势。预计近期蔬菜价格仍

有上涨的空间。

鸡蛋价格高位震荡。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11.69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7%；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9.03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9%。随着政策的开

放，交通运输恢复，市场鸡蛋流通较为顺

畅，消费以家庭为主，预计近期鸡蛋价格

呈震荡偏弱态势。

粮油价格稳中有降。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5.15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2.5%。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 17.63

元/升，较前一周下降 1%。目前全省粮

油市场货源充足，供应有保障。预计近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8.87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1%。随着疫情管控逐步放开，梨、橙

子等水果采购热度较高，终端环节走货

速度较快，预计近期水果价格将继续上

行。水产品价格略有上涨。餐饮堂食消

费不及预期，水产市场成交清淡。预计

近期水产品价格仍将偏弱运行。

人居环境审计增进民生福祉
商丘市审计局开展全市城乡人居环境审

计，涵盖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养老机构等19大
类82项重点审计任务。通过对政策落实和资
金绩效情况的“把脉问诊”，增进民生福祉，展
现审计担当。 （薛源张小龙）

以“六大行动”助力“商丘之为”
商丘市审计局深入实施政治统审、主责立

审、研究促审、质效提审、科技强审、人才兴审
“六大行动”，推进常态化“经济体检”，助力“商
丘之为”更加出彩，为商丘高质量发展作出审
计贡献。 （薛源张小龙）

聚焦风险管理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商丘市审计局在国有企业领导经济责任

审计中，重点关注重大投资项目、资产处置、存
量盘活以及风险防控等情况，揭示风险隐患和
薄弱环节，提出化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审计建
议，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薛源张文）

11 月 30 日，郑州中小微

企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郑好

融”正式上线，郑州市政银企合

作进入了全新阶段。

作为首批“郑好融”平台对

接金融机构，近日，郑州农商银

行定制专项信贷产品，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截至 12月中

旬，该行通过“郑好融”平台接

受申请3000多笔，完成授信金

额1.3亿元，放款金额接近1亿

元。 （王旭辉王凯）

用好“郑好融”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我们创办的省、市、县三

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创新实践基地，为培育壮大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发挥了重

要作用，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快

速发展。”12月 19 日，夏邑县

委统战部副部长林金华说。

近年来，为培养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队伍，充分发挥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作用，进一步扩

大工作覆盖面，夏邑县建立了

龙港湾智慧农业、汉梁王酒业

等省级、市级、县级共 12家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创新实践基

地，共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从业人员 300余人，举办各类

创业创新活动18次，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乡村振兴等捐款

捐物100余万元。

（夏天陈向华）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思想

站位，办人民满意教育，郑州

市惠济区薛岗小学开展了“奏

响 师 德 心 语 弘 扬 最 美 师 魂

——惠济区薛岗小学学习二

十大精神、开展师德系列活

动”。通过活动，让教师们汲

取榜样力量，涵养高尚师德，

胸怀大爱，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争做人民满意教师，争

做“四有”好老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努力培育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张明格）

夏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新实践基地显成效

今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

人民法院注重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提升队伍廉洁意识，充分利

用当地红色资源开展党史教育

及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在法院

大楼和基层法庭布置以廉政文

化为主的特色书画文化长廊，

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展示法院

文化风采。

该院完善廉政机制，严守

纪律红线，加大专项整治力度；

强化执纪监督问责，搭建“护廉

网”，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

廉政文化活动，努力打造法院

铁军；强化内外联动，搭建监督

助廉平台，倡导清廉家风。

此外，该院还积极完善法

院廉政监察员、监督员“两员”

制度，营造廉政文化全覆盖的

浓厚氛围。 （薛莉娜）

为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打造学习型教师队伍，12月14

日，郑州市惠济区双桥小学开

展 了 教 师 线 上 阅 读 交 流 活

动。“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

会点滴汇聚成一条叫自我的

河流，最后成就波澜壮阔、独

一无二的人生。”“只有读书，

才能充盈我们的精神世界，只

有读书，才能提高我们的学识

和品位。让我们共同走进书

海，浸润书香，畅享书韵吧。”

该校在活动中倡导。

（李姣）

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增强队员的民族责任感，

弘扬民族精神，郑州市惠济区

双桥小学于12月 12日举行了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国家公

祭日主题线上升旗仪式。此

次升旗仪式，进一步激发了队

员们的爱国情怀，使全体师生

经历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

洗礼。队员们纷纷表示，要铭

记历史，发愤读书，珍惜今天

的美好生活，努力成长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队

员。 （李姣）

漯河市郾城区法院打造廉政文化品牌锻造过硬法院队伍

薛岗小学举行学习二十大精神、开展师德系列活动

双桥小学举行国家公祭日主题线上升旗仪式

双桥小学开展教师线上阅读交流活动

商丘市审计局归纳整理近

年来各类审计发现的问题，挑

选涉及骗取套取、截留挪用、贪

污侵占、以权谋私等 120个常

见问题的典型案例并汇编成

册，让各部门汲取教训，做到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薛源张文）

郑州农商银行通过“郑好

融”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

企业发放抗疫快贷，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

服务，为支持实体经济贡献农

商力量。

（李春燕）

商丘市审计局编印案例汇编敲响“防未病”警钟

郑州农商银行为小微企业发放抗疫快贷

尊敬的客户：

我单位发现以下非法金融活动：

不法分子伪造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建

设西路支行公章，与郑州祥鹊通讯科

技有限公司、郑州讯鸽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乐程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等签署短信业务合作协议，向民众发

送商业金融服务信息，内容包含提供

贷款服务、储备金字样。以上行为不

仅侵害了我单位的合法权利，同时也

严重侵害了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

中国农业银行中原支行郑重提

示如下：

一、农业银行唯一官方网址：

www.abchina.com。

农 业 银 行 客 服 热 线 ：95599、

4006695599。

二、农业银行从未委托任何机构

或个人开展客户服务相关活动，任何

假冒农业银行名义设立网站、微信、

微博、客服热线、举办直播、发送短息

等行为，均属非法金融活动。

三、发现仿冒农业银行网站、微

信、客服热线的，请第一时间向当地

银保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四、对任何冒充农业银行的非法

行为，农业银行都将保留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的权利。

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障合法

权益，特别提醒广大民众：收到金融

信息，请致电银行客服或到银行实地

核实，切勿相信和回复异常短信，以

免财产损失。请选择合法机构，远离

非法主体，警惕非法金融活动，提高

鉴别能力及保护意识，谨防上当受

骗。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中原支行

2022年12月21日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世界人

民的财富。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平稳

较快发展，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中医

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医药地位和认

同度显著提升，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是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对症

良方，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为

我们在新时代推动中医药振兴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国中医药事业迎来黄金期，持续

深化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大力弘扬中医

药文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

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走向世界，是致力于为

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中国方案。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坚持中

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取得显著成效。我

国始终站在抗疫国际合作最前沿，向多个

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医药诊疗方案，为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我国提出

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作为中医药

研发工作者，要努力做到“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突破产品核心技术，积极发挥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激发创新的内生动力。老

中医人刘茂贵表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方向是要与时俱进，在汲取古人经典名

方的基础上，还要结合现代人群病症特点

创新，同时要不断提高中医药标准化建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引领下，为推

动健康中国建设，进一步贡献中医药力量，

郑州市卫健委组织市级中医药救治专家指

导组，针对不同人群的人体生理特点，按照

中医“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原则，制定了郑

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药预防方，充分

发挥了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保障了人民

群众健康。山东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

局举办山东省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暨

第十二届中医膏方推广活动，宣传中医药

文化，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确立了中医药

在预防、保健、治未病等领域的领军地位，

开创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是继

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生动实践。

传承创新，奋进中医药事业新征程，未

来中医药的发展更值得我们期待。我们要

进一步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高

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高水平中医药传承

保护与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中药产业、中医

药文化创新发展。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珂）

关于警惕假冒农业银行名义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提示公告

□黄红立许金安张珂

莲庄、柳泉……一个个氤氲着水韵诗

意的地名，佐证了拥有2400多年历史的宜

阳曾经是一个水泽丰美的地方。近年来，

宜阳县把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秉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科学构建

保护体系，探索创新保护模式，大力保护修

复湿地生态和水环境，探索出了一条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湿地公园保护管理路径。

水绿交融 绘就生态底色

湿地之美，灵魂在“绿”。先治理后修

复再美化，宜阳唱响了一首湿地保护“交响

曲”。

2019 年 12月，省林业和草原局批准

宜阳建设洛河省级湿地公园。该县秉承

“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

展”总体方针，积极开展各项试点建设工

作，湿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出台《河南宜

阳洛河省级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成立了洛

河湿地公园管理处，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管

理职责，形成部门、乡镇齐抓共管工作格

局，从制度层面为湿地“保驾护航”。

追本溯源，该县集中开展湿地水环境

综合整治，大力实施重点流域污水处理厂建

设，综合整治黑臭水体，开展农村人居污水

综合治理，清理整顿洛河沿线水力发电站，

实施投资18.15亿元的洛河西段生态治理

工程，打响碧水保卫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治理修复“双拳出击”。该县持续实施

植被恢复工程，人工恢复湿地3处11.65公

顷，自然修复湿地2处37.85公顷。垂柳吐

绿，繁花似锦，碧波轻漾，水鸟嬉戏，优美的

生态画卷尽收眼底。

精心守护 打造生物乐园

冬日天气好，景色似春华。12 月 15

日，宜阳县凤仪桥上游洛河水面上，白天鹅

振翅飞翔，白鹭、鸬鹚、水鸭追逐嬉戏，湿地

“精灵”的翅膀在暖阳下掠起金色涟漪，灵

动唯美。

织密湿地精灵“守护网”，换得水清沙

白鸟来栖。该县设立 3个湿地监测管护

站，加强湿地水质、环境、野生动植物等科

研监测，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

能力全面提升；初步建立湿地公园环境监

测数据库，组织相关单位密切协同，与科研

单位合作对宜阳洛河湿地进行科学考察与

监测，编制了《河南宜阳洛河省级湿地公园

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洛河水质连续2年

达到国家Ⅱ类标准，野生动植物数量明显

增加。植物由 2019年的 183种增加到如

今的304种，动物由2019年的109种增加

到如今的179种。

东西长 33.7 公里、面积 1368.73 公顷

的宜阳洛河省级湿地公园，已成为绿的海

洋、花的梦乡、鸟的天堂，也是洛河流域珍稀

鸟类、鱼类绝佳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天鹅

振翅、白鹭翩飞、水鸟嬉戏的醉人美景随

时可见。

多彩宣教 展现湿地魅力

近年来，宜阳县坚持开展“世界湿地

日”“世界环境日”“爱鸟周”等主题宣传活

动，建立了宜阳洛河湿地科普展馆，设置了

主题广场、主题宣传点及各类生态标识，向

社会发放《湿地科普读本》《湿地保护倡议

书》等科普资料；多次开展湿地进校园进社

区、湿地公园诗词朗诵、摄影比赛等活动，

通过科普和艺术让公众感知湿地魅力，全

社会关注湿地、爱护湿地意识日益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宜阳将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统筹做好洛河湿地

公园建设，奋力谱写“幸福宜阳、绿色宜阳、

现代宜阳、品质宜阳、活力宜阳”崭新篇章。

宜阳县高水平打造洛河省级湿地公园，助力城市品位提升——

水清岸绿鸟儿欢

传承创新，奋进中医药事业新征程

猪肉价格继续回调 蔬菜价格季节性回升

鲁山县钱三强

返乡创业惠及乡邻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馨丹）

12月 7日，在鲁山县下汤镇红义岭村，一辆

满载大白菜的大卡车驶向蛋鸭养殖基地。

“我在抖音上看到张良镇几百亩的大白菜

受疫情影响滞销，很是心疼，就去买了 24

吨，作为辅助饲料喂养鸭子，等喂完了再去

拉两车。作为企业，能帮乡亲们解决实际

困难是应该的。”鲁山县三合农牧有限公司

负责人钱三强介绍说。

今年43岁的钱三强2007年开始在周口

市搞蛋鸭养殖，2019年，他响应政府号召返

乡创业，成立了鲁山县三合农牧有限公司，投

资4500万元在下汤镇发展蛋鸭养殖，形成了

蛋鸭养殖、鸭蛋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蛋鸭养殖基地建在红义岭村水泉组，

占地95亩，员工40余人，年存栏蛋鸭10万

余只，年经营规模达4000万元左右。蛋品

加工基地建在林楼村，占地 23亩，工人 60

余人，主要加工松花蛋、烤焙蛋、红泥咸鸭

蛋等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

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21年，蛋品加工

基地为林楼村集体经济带来收益 20余万

元，带动就业收益120万元。

“鲁山县乡村振兴局为公司扶持资金

530多万元，又新建了一个蛋品加工车间，

目前正在建设中，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8000万元，将进一步补齐和延伸蛋鸭养殖

产业链，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钱三强说。

本报讯 （记者孙雅琳 通讯员谢辛
凌）12月 8日，在沈丘县李老庄乡东吴

庄村路旁、沟河旁、坑塘旁的空闲地上，

只见数十名干部群众正在忙着栽植艾

草，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村集体合作社在乡党委、乡

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与本乡荣福实业有

限公司签订艾草种植收购协议，每亩年

收入四五千元，大伙儿种艾草的积极性

很高。这不，我们决定把村里整理出来

的80多亩废弃边角地全种上艾草。”东

吴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武介绍说。

“这些边角地杂草丛生，常成为碎

砖烂瓦、秸秆柴草等堆积的地方，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点。”李老庄乡党

委书记楚济深说，该乡从这些难点抓

起，开展了沟河清淤，“六乱”“六清”“三

拆”专项整治，共整治出荒沟、滩涂、河

坡、废弃宅基等2000余亩。

整治出的废地闲田咋使用？李老

庄乡在多方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基

础上，决定选取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

效益的艾草种植，免费为群众发放艾

根，引导群众科学有序种植，发展艾草

产业，以此增加村集体和群众收入。

在具体操作中，该乡以党建为引

领，组织各村一方面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土地综合整治等催

生盘活出的坑塘四周、荒坡荒滩等土地

有效利用起来；一方面鼓励群众利用房

前屋后空隙地，无人居住的空宅院种植

艾草。这两方面一起抓，有效提高了闲

置土地的利用率。

“我们准备通过‘公司+合作社+废

闲地+农户’模式，以艾草企业为依托，通

过吸纳就业、帮扶资金入股分红、协议收

购等，将艾草企业发展与壮大集体经济、

增加群众收入结合起来，助力产业兴、乡

村美、村民富。”李老庄乡乡长张震说。

废弃边角地变身艾草园
沈丘县李老庄乡盘活闲置土地实现村美民富

迈向乡村振兴新征程

12月8日，沁阳市崇义镇大张村
村民在管理小菜园。近年来，沁阳市
通过整治废弃土地、治理“空心村”等
措施，将全市449处农村闲置旧宅院
改造成小菜园、小果园等“微田园”，种
植果树和时令蔬菜，既装点了乡村环
境，又丰富了村民的“菜篮子”。

杨帆 李亚峰 摄

旧宅变菜园 丰富“菜篮子”

为确保消防工程质量和施

工作业安全，民权县住建局在

建筑工地悬挂标语、条幅，发放

宣传页，向施工企业宣传法律、

法规、规范及技术标准，督促企

业加强人员培训，组织企业参

加业务知识学习，要求企业员

工持证上岗，促进消防工程健

康良性发展。

(李洋超)

民权县住建局加大宣传提高企业消防意识

民权县住建局加强信息化使用和管理

为做好自消防职责承接以

来办结项目的补录工作，提升

全县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信息化工作水平，民权县住

建局全面使用了“河南省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平台”，

配备了2名受理人员、1名承办

人员、1名科室负责人、1名领

导审批人员。该平台投入使用

后，对下一步的工作起到了很

好的管理作用。

(李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