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激发广大青少年
爱国热情，昨日上午，管城区关工委邀请开封市祥
符区西姜寨乡“退伍老兵光荣传统宣讲队”走进管
城区回民中学，围绕“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
命”主题，为师生送去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ZHENGZHOU DAILY10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责编 王一博 校对 王玉萍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县区新闻

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走马乡村 看 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2017 年，5天卖
出100万斤中牟大蒜；2018年，迅速“拼”光
546名贫困户总计700万斤中牟鲜蒜；2019
年“五月丰收节”，中牟县刁家乡的鲜蒜再次
在拼多多大卖……“上面的仅是拼多多联合
一个商家扶贫助农在平台上走的量。三年
中牟大蒜总共卖了近1亿斤，大蒜位列河南
省在拼多多平台最受欢迎的十大农产品之
首。鹌鹑蛋、腐竹、红薯、红薯粉、鸡蛋、鸭
蛋、牛肉、花生、山药紧随其后。”在 27日举
行的拼多多“农产品上行”模式与案例郑州
分享会上，拼多多首席数据分析师王涛如数
家珍。

“今年蒜价有点贵！去年是扶贫蒜，今
年能脱贫的脱贫、能致富就致富。”连续三年
参加拼多多扶贫助农的新农人张银杰，统计
出了截至 2019 年 5月 24 日在这家新电商

的大蒜销售总额：410万人民币。今年中牟
大蒜地头价从去年 0.8元左右涨至 1.5元一
斤，和2018年参加拼多多扶贫项目一样，他
还是和平台联手，加价0.15元收购。

“这车大蒜今天早上刚刚从地里挖出
来，现在送到仓库，一会儿就要分拣打包，有
一部分今晚就能发货送走了”，在中牟县的
仓库，给采购员交代好工作后，张银杰说，最
近是中牟县大蒜收获最忙的时候，每天都要
收来几车，至少 40 吨的大蒜，这些大蒜有
80%都会在新电商平台拼多多线上销售。

作为一个在新疆有较长生活经历的河
南人，身在中牟县的张银杰不仅经营大蒜生
意，旗下还有众多新疆特色农产品。他从
2015年开始接触电商，2016年正式在拼多
多运营，不到三年，销售额近2亿元，获颁拼
多多平台2018年度“优质商家奖”。

中牟县刁家乡沃孙村是省级贫困村，村
域总面积 4500亩，其中耕地 3500亩，土壤
以沙地为主。百姓依靠传统农业种植和外
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主导产
业为大蒜等农业种植，全村 500 余户中的
90户贫困户，很多是丧失劳动能力或家有
残疾人的中老年人。

沃孙村村委会提供的“精准扶贫一户一
档”档案中记载，村民孙大哥今年 51岁，家
中共有耕地面积 6亩，2018 年人均纯收入
为 8220.85 元，家中五口人，大女儿是植物
人、二女儿天生患有脑瘫、小儿子还在上小
学，全家生计靠他和妻子两个人每年种植大
蒜和其他农作物来维持。

孙大哥说：“去年蒜价特别不好，每亩地
成本 2000元左右，但当时只有 0.7元一斤，
赔了很多。村里很多人都不种了，乡里和村

里去年都劝我继续种植大蒜，但是我还是
怕，亏不起啊，缩小了种植面积，种了4亩大
蒜，今年价钱比去年好了很多，现在市价是
1.5元一斤，能挣钱了。”加上溢价，算下来，4
亩大蒜能卖到 2.6万元，这对孙大哥一家无
疑是雪中送炭。

中牟县刁家乡副乡长杨彦辉告诉记者：
“现在农产品供销没有足够数据支撑，去年
销多少，今年应该种多少，农户最需要引
导。有计划地种植，收获时，他们能以一个
合理的价格卖出去，现在拼多多和张银杰就
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根据其平台历史销量数据，我能够预
测每一季农产品需求，消费端确定后，对生
产端的指导性就会很强，孙大哥现在收了大
蒜，马上就可以种红薯，到时我们仍会溢价
包下他家所有的红薯。”张银杰说。

初夏，微凉。新郑市梨河镇新蛮子
营村，清澈宽阔的双洎河绕村而过，岸边
大片葡萄架整齐排列，串串葡萄压弯枝
头，丰收即将来临。

双洎河又名洧水，是诗经郑风中的
爱情河。“新蛮子营村是南水北调移民
村，葡萄园配套给村庄发展产业。”52岁
的沈冠军家住邻村，是葡萄园的经营者。

“2011 年，移民村刚搬来，几年相
处，已经成了好邻居。”沈冠军在双洎河
边长大，上世纪 90年代外出创业，承接
建筑工程，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企业
家，后来响应政府号召，回乡发展。

“当年村里把葡萄园分给村民承包，
由于技术水平有限，赚得少，赔得多，有
的撂了荒。”新蛮子营村支部书记陈国定
至今仍保留着南阳口音。他说，移民村
住宅由上级拨专款建设，政府还配套了
500 亩葡萄园，并建设数十座日光温室
大棚，帮助村民发展葡萄种植产业。起
初，分户承包的果园由于缺少技术支持，
群众受益并不明显，经过一番考察，决定
土地流转，统一经营。

“再三思量，镇上和村里都选中了冠
军。”时任梨河镇镇长的陈同周，如今已
是镇党委书记，在他的支持鼓励下，沈冠

军租下了葡萄园。“去年每亩地年租金
3000 元，村民干活拿工资，年底还能分
红。”此后，成立合作社，聘请技术员，改
良葡萄品种，几年努力，经营步入正轨。

“葡萄不易存放，深加工是个路子。”
沈冠军说，起初，他把部分葡萄酿成酒送
给亲戚朋友。“真材实料，当然好喝。”大
伙儿的好评让他有了酿酒的想法。“新郑
是黄帝故里、拜祖圣地，就叫‘轩辕红’。”

“红酒的瓶塞要用橡木，价格比瓶子
贵。”几年酿酒，沈冠军已经成了行家里
手，“红酒长期浸泡橡木，才能产生独特的
香，存放温度5摄氏度到25摄氏度。”数年

经营，“轩辕红”已初步“走红”，作为拜祖
大典文创产品，今年大典期间供不应求。

“只用优质葡萄酿造，绝不用酒精勾
兑。”沈冠军说，既然打了老祖宗的牌子，
就不能对不起祖先，产量可以小点，不能
以次充好。如今，合作社注册了农业技术
公司，将“轩辕红”干红干白葡萄酒作为拳
头产品，正组建专业团队向全国推广。

“梨河镇北部东部紧邻双洎河，有大
面积水果蔬菜种植区。”梨河镇镇长高智
军说，全镇正依托葡萄、西瓜、草莓等种
植基地带动旅游、休闲、养生产业，发展
食品加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葡萄飘香酿美酒
本报记者 张 立

登封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登封是旅游城市，来旅游爬山的人比较

多，开展爱我家园保护嵩山活动就是要从我做起，号召广大市民以及
登山爱好者爱护我们的家园。”近日，登封团市委联合登封市登山户外
运动协会、神鹰救援登封大队等社会公益组织开展“爱我家园·保护嵩
山”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虽然天气炎热，但志愿者们依然热情高涨。

据介绍，登封团市委每周六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在少室山和太
室山建立两个宣传站，号召登封市的广大市民还有其他的户外驴友、
登山爱好者，开展“爱我家园·保护嵩山”活动，为他们发放垃圾袋，让
他们在登山的过程中捡拾垃圾。

“爱我家园·保护嵩山”活动自 2018年 11月启动以来，登封团市
委在登封全市各级团组织中成立了17支“保护嵩山志愿服务队”，重
点围绕嵩山风景名胜区内的17处环境污染突出区域，集中开展白色
垃扱捡拾、卫生死角清理，规劝不文明行为等志愿服务活动。

上街举办高层次人才培训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李洋）27日，上街区高层次人才“爱

国奋斗”主题教育培训班在愚公移山干部学院开班，该区首批“上街
英才”和入选郑州市“1125聚才计划”的核心团队成员、郑州市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共计 48人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一周的理
想信念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教学、实地体验等形式，加强对各
类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增进各类人才对当前我国国情的了解
和对党的认知认同。下一步，该区还将在全区知识分子中深化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通过选树一批人才典型、
讲述一批人才故事、组织一批学习研讨、建立一批优秀人才工作室等，
引导全区各类人才自觉弘扬践行爱国奋斗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力量。

中原区新型垃圾清运车投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义平）为缓解生活垃圾中转运输

压力，提升郑州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昨日，中原区新采购的 7台
新型垃圾清运车辆上路运营，有效缓解了中原区垃圾清运公司清运
车辆配备不足和原有车况不佳的现象，保障了辖区生活垃圾清理及
时、高效。

据介绍，此次中原区投放到中原区垃圾清运公司的 7台新型垃
圾清运车，从“颜值”和功能上来说，比之前都有了很大的改进。车辆
外观焕然一新，其中有4台是25吨压缩式垃圾车，3台是18吨自卸式
垃圾车。之前的老式垃圾压缩车的工作部位因原有设计原因，缝隙
较大，闭合不严，很容易造成运输途中的二次撒漏。这次新增压缩车
底盘加大，车体承载力更强；压缩机构加强，压缩比增大，厢体的装载
容量和防腐性能也提升了，不仅单次装载垃圾更多，也延长了使用寿
命。另外，密封装置也进行了优化，车辆增加了大容积的污水收集
箱，有效杜绝清运途中的跑冒现象发生，防止二次污染。

科普惠民活动
进高校入乡村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梦琦 周志明）为普
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营造创新氛
围，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广泛地为大家所了解，连日来，荥
阳市中原智谷创新创业综合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技
特色活动进高校入乡村。

中原智谷作为郑州市科普示范基地，充分发挥自身
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围绕“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这一主题，
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热点，开展了科普体验展览、智能机器
人产业发展研讨会、创新项目推介进高校、科技下乡种养
新技术科技培训、创新系列公开课等活动，展示推广新产
品、新技术，增强公众对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意义
的理解，满足公众对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公
共文化素养。

校园中，一场精彩的项目路演也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中原智谷与多家入驻企业一道，来到郑州大学北校
区，开展创新项目推介进高校活动，为大学生们展示了
3D打印新材料、全息投影、无人机服务等耳熟却又不太
直观的新技术、新应用，吸引了 100余位郑大学子和大
学生创客们观摩学习。在荥阳市牛口峪村，中原智谷举
办了一场作物种养新技术专题培训，邀请土地管理专家
为农户们普及农业种植新技术，并针对农户提出的土地
管理修复、作物种植、石榴防裂果等问题进行一对一的
分析解答，增强农户对种植作物致富的热情和信心。

东区举行大数据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欧阳红涛）3个国家级平台，29所

高校，32家院士工作站，作为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的郑东新区智慧岛越来越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日前，郑东新区
博学路办事处联合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中心，举办2019年大数据
专场招聘会，为智慧岛建设聚集人才支撑。

本次招聘会共有112家知名大数据企业参加，提供有效就业岗位
3000余个，涉及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教育等多种与毕业生专业相契
合的大数据行业岗位。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不少招聘企业展位前
挤满了前来应聘和咨询的毕业生，用人单位耐心介绍从事相关岗位的
要求及薪酬待遇等信息，同时，办事处工作人员设立有咨询台，对就业
扶持和创业贷款政策进行宣传和讲解。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收到毕
业生投递简历1700余份，1100余人现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记者了解到，随着郑东新区智慧岛的全面建设，这里也将成为全
市高端人才的聚集地，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智慧岛将引进大数据
企业累计超过 200家，注册资本金 35亿元以上，并力争注册基金和
基金管理机构200家以上，基金管理规模突破3000亿元。

二七民企将享精准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康锦 高林威）近日，二七区人民检

察院与二七区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会签《关于建立健全沟通联系机制
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接下来，两部门将加强日常联系，定期
开展民企服务活动，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发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

按照文件精神，二七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工商联每年初围绕服务保
障民营经济发展开展联合调研，定期举行由双方主要领导出席的联席
会，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家的司法诉求，研究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具体措
施。双方将进行信息互通共享，引导民营企业合法经营、规范发展，检察
机关对办案中发现的民营企业管理漏洞和经营不规范问题，找准管理风
险点和制度缺陷，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工商联运用检察建议，积极促进问
题解决，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另外，两部门还将联合开展宣传培训，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模式和载体，创新普法教育手段和形式；通过以案说法、
法律课堂等，开展送法入企业入商会活动，帮助民营企业家提高法治
意识和法律思维，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实现健康发展。

大蒜“傍上”电商 3年卖出1亿斤

街道请来专家
教您职场减压

本报讯 (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胡舰文)与压力和解，
和乐观牵手。26日上午，管城区城东路街道楼宇服务中
心与河南瑞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与压力和解，
和乐观牵手”为主题的心理疏导减压工作坊活动，吸引来
自辖区商务楼宇的 25名白领齐聚御玺大厦，利用两个小
时的时间放松心情，学习职场自我减压方法。

活动现场，主办方特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
庭指导师作为主讲师。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
活实际的案例，从压力的定义、危害、来源、疏导压力的方
法技巧等几个方面详细讲解了职场中的心理疏导方法，
并与现场的白领们互动，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整场活
动生动有趣，深受白领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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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车道平 邵增霞 文/
图）“妈妈，我好高兴啊!医生说我的小牙保护得还
挺好。”昨日上午，小朋友张四维指着小白牙齿让妈
妈看，一脸得意的表情。

为让孩子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成长，“六
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未来路街道金色港湾社区联
合恩夕社工、兰诗幼儿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活
动：带领幼儿园孩子们与家长到荥阳彩虹谷基地进
行拓展训练；邀请华领整形医院的专家，为孩子检
查牙齿并讲解如何预防治疗龋齿等知识，令孩子们
最开心的是医生让他们当了一回“牙医”，在体验活
动中学习知识，感受快乐。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文 宋晔 图）昨日，全省首家
中小学地质矿石博物馆在
高新区实验中学开馆。

据了解，馆内藏品包含
铜矿石、铁矿石、铅锌矿石、
钼矿石、锰矿石和锑矿石等
各类矿石，寒武纪（5 亿年
前）时期的海百合化石、侏
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以独
山玉和孔雀石为代表的观
赏石等。展品由河南省观
赏石协会提供，展馆将对全
省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我省首家中小学地质矿石博物馆开馆

昨日上午，北林路街道鑫苑社区第一届“最美
邻居”表彰暨“你好，邻居”为主题的“百家宴”隆重
开宴，活动旨在号召更多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
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使居民学有榜样、赶有目
标，弘扬精神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多彩活动 快乐过节

“六一”儿童节即将
来临，为了提高辖区儿童
安全教育意识，过一个安

全、温暖、快乐的节日，昨日下午，大河
路街道组织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讲
座进课堂活动和庆“六一”慰问

关爱活动，为学生送上书包、
足球等文体用品。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庆“六一”送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