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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炳

中)四月上中旬，正是小麦

管理的关键时期，作为多

年全市级粮食生产先进乡

镇的方城县券桥镇，全镇

上下正在抢抓有利时机，

抓紧搞好后期的肥水管理

和病虫防治工作，为今年

的小麦丰收奠定基础。

在该镇埠口村，到处

可以看到抽水机在麦田里

运转着，水管像长龙在麦

田里曲折蜿蜒，清水流向

干渴已久的麦田。还有的

麦田里可以看到喷灌设

备，这种设备既省时间又

省力气。在麦地里等待挪

动设备的李玉堂老汉说：

“这东西真省事，不用抱着

管子浇地了，适合我们这

些上了年纪的人使用，一

天能浇四五亩地，价钱也

不贵，二百来块钱！”在不

远处的麦田里，身背药桶

的村民在搞“一喷三防”，

通过一次喷打药物，起到

杀虫、治病、增产一步到位

的效果。

该镇镇长李方介绍，

近段以来，由于长时间没

下 雨 ，抗 旱 浇 麦 刻 不 容

缓。作为农业大镇，粮食

生产大镇，该镇已把抗旱

浇麦和小麦“一喷三防”当

作头等大事来抓，党员干

部、人大代表到所包村组

督促指导抗旱浇麦，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各个麦田指

导小麦抗旱，为今年的小

麦大丰收打好基础。1

人间四月天
农民麦田忙

本报讯（通讯员丁国

法）“全靠了这些贫困户！

他们的到来，让我省了不

少心。”日前，唐河县苍台

镇丁湾村返乡创业的丁永

成，望着地里正给土豆施

肥、打药的 12名贫困户感

叹道。他今年种了 25 公

顷春土豆，地里的活忙不

过来，便请来了贫困户农

业服务队，这既解决了自

家劳动力不足，又让贫困

户有了一定经济收入。

去年以来，苍台镇返

乡创业规模种植户和养殖

户迅猛发展。每到农忙时

节，有些种植户出现干农

活缺劳动力的问题。该镇

贫困户便自发组织起来，

成立 10人至 20人的各类

农业服务队，到缺劳力的

家中承揽农活，开展有偿

种植、管理、采收，、包装、

销售等服务，为客户提供

所需服务。这样一来，既

解决了返乡创业人员缺劳

动力的问题，又为自己脱

贫找到了就业门路。他们

通过自身努力打造各自服

务队的品牌，很受种植户

欢迎，目前服务领域已延

伸 100 多 个 ，参 与 人 员

5000 多人，其中贫困户

600余人。1

互相帮助
共同致富

4 月 13 日，2019 中国西峡老君洞第十届紫荆花节开幕。每年这个

季节，一万多公顷的野生紫荆次第开放，漫山遍野一片红色的海洋，蔚

为壮观，游客慕名而来观赏美景。1 本报记者 赵明禄 摄紫荆花海

本报讯（特约记者石雪帆

杨振辉 通讯员杨德鎏）近日从

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上获悉，淅川

县信访量连续三年下降 60%，信

访绩效考评保持全市前列，连续

被评为全省“信访工作成绩突出

先进单位”。

该县不断拓宽信访渠道，提

升信访服务水平。他们创新信

访工作举措，健全信访工作制

度，积极构建信访问题“吸附在

基层、处置在基层、解决在基层”

的新格局，确保问题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该县坚持领导

干部接访制，县委书记、县长率

先垂范，带动各乡镇负责人亲自

接访常态化，并定期深入基层，

现场接访、化解矛盾；拨付专项

资金，聘请职业律师全程参与领

导接访，为群众服务、答疑解惑；

开通民生热线，采取“渠道划分、

实时登记、分类标注”的办法，要

求相关部门两小时回复、5 个工

作日办结；开通民生热线微信公

众号，采取网络信息化管理运行

模式。

持续开展“弘扬移民精神

弘扬好家风家训 争做最美淅川

人”教育实践活动，定期评选一批

道德模范、最美淅川人；深入开展

“三清理一公开”专项活动，深化

政务财务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

建立“无访村”奖励机制，开展“无

访村(社区)”创建活动。2018年，

该县对 178 个“无访村(社区)”予

以表彰。1

淅川县信访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

开创新举措 表彰“无访村”

售 房
△澜湾盛景三室两厅

商品房，精装修138平方

米可按揭，新十五小隔壁。

电话：13526892682

△南航盛德美对面，联

通家属院精装三房，107

平方米大市证首付19万。

电话：17737756537

△21小对面剑桥郡，

精装，一室 52 平方米，

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首

付35万。

电话：18637766396

售 房
△高新区管委会西侧

宇信凯旋门高层 151.5

平方米，直接网签，另有

车 库 转 让 。 电 话 ：

18738797427。张衡路

兴宛教师公寓多层一

楼，2室2厅有证精装。

电话：18337736166

△ 6 小西侧家属院

4楼精装二室77平方米

售 63 万，大市证可按

揭，首付20万。

电话：18437775008

售 房
△校场路某家属院，

四楼，经典户型，三室二

厅，03年房，大市证可按

揭，首付28万。

电话：16637752196

△武侯路易慧苑，6

楼精装二室二厅，电梯

房，57万。

电话：18337733319

△三中附近范蠡路人

民路口联通传输局，3室

2厅，142 平方米，首付

35万，送地下室。

电话：18625693553

售 房
△首付不到20万，仲

景中路，计划生育指导

站，稀缺一楼！三室两

厅，送独家小院。

电话：17513622073

△首付12万，联合街

2小旁，2楼，三室一厅，

66平方米，49.8万。

电话：18737730367

△十三中对面，电梯现

房，三室两厅两卫，出路

好，能停车，136平方米，

包更名仅售73.5万。

电话：13333654528

售 房
△稀缺 1 楼带院，两

室两厅 85平方米，首付

25万，南航鸭电社区旁

市建家属院。

电话：15893538219

△首付10万左右，府衙

附近2楼，离 2小 4中近，

小三室，首付10万左右。

电话：17538352552

△首付 25万包过户，

建业凯旋广场一室精

装，49平方米50万。拎

包入住随时看房。

电话：13273773285

△两相路万世华庭对

面，实验中学附近，长风小

区一楼三室，送20平方米

地下室，院大房新，有证直

接入学，首付30万左右。

电话：13333654528

售 房
△独山大道一高旁教

师新村，78平方米，2室2

厅，六楼，大市证首付12

万入住。院大，通双气。

电话：15703772251

△ 19 中 25 小，建设

路教师新村，大两室朝

南户型，首付仅需 16

万，市政供暖。

电话：18211821735

△建设路一高旁，书

香水岸11楼，精装通透

三室 131平方米，大市

证首付39万。

电话：15738088776

△三中八小，新华路

仲景路，大两室，95 平

方米首付15万，钥匙在

手看房方便。

电话：13333661448

售 房
四小十二中旁，黄

金四楼，通透两室，首付

18万，红庙路白河边。

电话：15137775009

急 售
独山苑防爆小区，

有暖气，精装两室，15楼

96平方米65万，院子大

好停车，包更名。

电话：15670688528

低价转让河景房
因用钱，低价转让两

相路与滨河路交叉口万正

大帝苑7号楼西单元5楼

南户房屋，三室二厅二卫

135 平方米，单价 6800

元/平方米，另带车库低价

转让，非诚勿扰。

电话：13037681369

敬告：使用本报分类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房 产 搜 搜 搜
广告咨询电话：63136669

本报讯（特约记者廖 涛

王修文）4月 9日，南召县四棵树

乡五朵山景区九龙湖畔，一场以

推介南召特色农副产品，助力精

准扶贫为主题的淘宝直播正在进

行。

直播现场，南召县政府副县

长为南召特色生态农产品代言，

四棵树乡党委书记推介五朵山乡

村旅游。第一书记、村支书、驻村

工作队长、合作社长、贫困群众

轮番上场，预售推销香菇、蚕蛾、

黑猪、柴鸡、土鸡蛋等特色农产

品。来自南召宾馆的名厨为淘

粉们现场制作了蛹蛾双拼、排骨

凉茶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菜肴。

青山绿水间，色香味俱全的

美味，贫困群众志智双全的创业

风采，扶贫干部务实的责任担

当，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吸引

了大量淘宝粉丝的关注，稳定收

看人数持续在 35万人次，把南召

特色产品送上“云端”，山货行销

全国。1

五朵山下卖山货 淘宝直播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