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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鹰婚姻服务事务所
解决夫妻矛盾，处理

情 感 危 机 。 www.

lanmingqi.cn 电 话 ：

13903778014 63107305

一品教育函授站
成 人 大 专 本 科 学

历，学信网可查。河南

大学南阳理工 电话：

13083776193

建材旺铺转让
南阳建材大世界主

干道旺铺转让。

电话：17698883176

诚招事业合作人
合作共赢，合伙创

业，南阳市大型托管教育

机构，市区多个校区在营

运中，正装修中，筹备

中。七一路校区多个教

室周六、日出租，寻有教

育情怀人士共筑事业前

行。有意向详谈咨询。

电话：13782011159

招 租
人民路文化宫黄金

旺铺二三楼。

电话：15137729991

拨打114找开锁黄工

黄工开锁换锁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锁

好，才能防盗。公安特批01

号、市开锁协会会长，上门更

换高档C级防盗门锁芯。修

保险柜、遥控门、汽车锁，配

各种钥匙。安装不锈钢玻璃

门锁。可刷公务卡消费，有

正规发票。安装智能指纹防

盗门锁。电话：63361110

66666665 13837769640

微信：13525177622

招 生
南阳少林文武学校

招收（一至九年级）全日制

寄宿生，以文为主，武为特

色，文武兼备，德艺双馨。

电话：18103777888

招 募
义工在行动，爱心

在传递！南阳遗嘱库

义工招募开始了！

电话：0377-60651009

招 聘
△诚招筑路机械销售

人才数名，有机电及营销

专长者优先。大专以上，

男性，能长期出差，待遇

面议。另招电工、车工、

焊工、钳工、喷漆工、机修

工、数控车工数名。

电话：13503901886

△药房招坐诊大夫导

购收银，招电商微商客

服底薪2800元加提成。

电话：15137729991

急招医生
一级综合医院招中

西医结合全科医生，40岁

以上，技术水平过硬。

电话：13598241479

高价回收烟酒茅台
电话：15890422225

旅馆低价转让
师院繁华地段某旅

馆，21 个房间，环境出路

好，生意稳定。

电话：15839968088

出 租
△一中后门，阳光海岸1

号楼 1204东南户平顶山

银行楼上三室一厅双卫，

新装修带暖气，空调、热水

器、车位，两边临路，出租。

电话：18623770377

△七小隔壁文博花园

2室 2厅出租，精装家电

齐全，拎包入住。

电话：13707630808

△一中东两室两厅一

厨一卫，通风采光好，家

具家电齐全，价优面议。

电话：15838791298

转 让
△南阳市大型幼儿园转

让或者合作，无实力勿扰。

电话：18738771678

△儒林文化苑二楼商铺

转让，269平方米无转让费。

电话：13703771620

求 购
市证单元房一套。

电话：15503777850

写字楼出租
锦海之星南航店、

仲景店店内各有部分写

字楼出租。

电话：15937711191

办公室合租
工业南路沿街商业二

楼写字楼，净面积70平方

米左右，装修新，出路好，

网络，布防，空调，办公家

具全，有独立卫生间，当天

能办公。现有30平方米招

租，可容纳 3至 4人办公。

日常办公及电脑图文设计

行业优先，800元/月。也

可出租单独工位（一人一

桌），200元/月起。电话：

18738727526（微信同号）

售 房
西峡中心花园 9层

一梯4户电梯房，五证齐

全，每户 135平方米，市

价 4500 元 ，急 用 钱 现

1900元每平方米。

电话18838602030

售 房
△张衡路凤凰城对面，

中景濠庭精装三室，中间

楼层，首付 29万，北 13

中附近，停车方便，宜居

环境，中介勿扰，诚意来

电15670207772。

△新上房源，鸭电社

区，大型花园社区，停车

出路便利，稀缺一楼三

室两厅首付35万。

电话：16692069618

△市委南院三室两厅

110 平方米出售。联系

电话：18530657795

△十三中、十四小附

近，文化路金冠小区，二

室一厅83平方米，99万

元，精装，送全套家具家

电，支持按揭，中介勿扰。

电话：13837738276

△ 13 中 14 小附近 4

楼 2 室 3 楼 3 室，大市

证，能过户。

电话：1890377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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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县唐庄乡

撸起袖子加油干 脱贫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高 雪 特约

记者康 帆）“马上要去北大上

大学，没想到家乡会用这种方式

为我们饯行，这是给我们的最大

荣誉和最高奖励，我一定努力学

习，早日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8月 12日，在 2019 年淅川县高

考优秀学子代表座谈会上，准北

大生腊东捧着县委书记卢捍卫

赠送的学习用品，激动地说。

近年来，淅川县把发展教育

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

之策，作为地方兴盛的长远之

计，以德育教育为抓手，夯实教

育之基，拓宽教育路径，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教职工奖励表彰资

金增加到 1200万元，在全社会

营造了重视支持教育的浓厚氛

围。该县还成立德育专班，建立

德育中心，出台系列举措，建章

立制，精细考核，形成全天候、多

方位、无盲区的德育工作格局。

此外，为帮助贫困学生圆大

学梦，淅川县成立助学基金会，

开展资助贫困学生工作。近两

年，共募集资金 262.6 万元，为

2000 多名贫困高中生、中职生

免除学费和住宿费 186.6万元，

并广泛动员社会公益组织采取

募捐、义卖、自筹等形式筹集善

款，资助贫困学生，全县没有一

个孩子因为贫困而辍学。①4

淅川

教育扶贫点亮希望

本报讯（通讯员李红亚）金

秋时节，走进内乡县万亩软籽石

榴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

头，清香四溢，果农们正忙着采

摘，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内乡县大力推进石

榴产业发展，以“合作社+基地+

农户”为生产经营模式，实行“统

一供苗、统一栽植、统一技术、统

一农资、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等

“六统一”管理，广为种植石榴。

目前，该县石榴种植面积逾万

亩，石榴产业已初具规模。

在形成一定规模的基础上，

内乡县以提升石榴品质为目标，

走品牌之路。2015 年 8 月，内

乡石榴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核准，获得绿色食品标

志使用权，有了“绿色身份证”。

自此，内乡石榴产业迈上了优质

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金果子”，也成为该县

实现绿色增长、助力精准扶贫的

重要途径。①4

内乡

万亩石榴喜获丰收

官营村贫困户徐长松，早年间，夫妻俩

经常因为贫穷而吵架，他干脆得过且过混日

子。后来，在“志智双扶”活动的鼓舞激励

下，他慢慢转变了思想观念，在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利用扶贫小额贷款开始养殖肉

兔，逐渐发展到 2000多只，收入往上涨，小

日子也越来越红火，2018 年年底顺利实现

脱贫，他也因此由“贫困典型”变成了“脱贫

模范”。

如今，像徐长松这样，官营村群众的脱

贫渴望正逐渐演变成增收致富的原动力；同

时，箱包加工、香菇种植、鸽子养殖、肉兔养

殖、黄牛养殖、花椒种植等一个个致富项目，

在贫困户家中落地生根，让他们生活有了希

望，脱贫有了动力，增收有了干劲，致富有了

盼头……①4

强起主心骨 鼓起精气神

马庄村贫困户张明保，家里供应两个

学生，妻子贾春患有长期慢性病干不成重

活，张明保因此被死死“拴”在家里，不能外

出务工，因为没有来钱门路，日子过得苦巴

巴。2017 年，村里引来了农业公司，张明

保把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给了农业公司种

植有机葡萄，他随之也变成了葡萄基地的

产业工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生活开始慢

慢有了转机。

2018 年，铭昶电子扶贫车间又落户马

庄村。贾春第一个报名进车间务工，“手工

操作活也不太累，一月轻轻松松能挣 2000

多块钱”。

“俺两口子足不出村就能打工挣钱，教

育、低保、金融带贫等各项扶贫政策也都享

受到了，现在俺家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

高。”说起现在的生活，张明保笑逐颜开，脱

贫致富信心十足。

引来好产业 铺平增收路

郭楼村过去的道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

灰、雨天两腿泥，吃水扁担挑、种地靠天收，

群众生活极不方便。2018年，郭楼村“双喜

临门”：自来水通到了村民院子里，甘洌清纯

的安全放心水滋润起百姓的甜蜜幸福生活；

平整的水泥路修到家门口，铺平了贫困群众

增收脱贫勤劳致富的康庄坦途。

“好日子终于盼来了！”郭楼村日新月异

的变化让贫困户袁永科激动不已，他和广大

群众一样，在享受基础条件改善带来生活便

利的同时，更有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

希望。

住上安居房 吃上放心水

扶贫车间机声隆隆、生产繁忙，美丽乡村干净整洁、鸟语花香，富民

产业星罗棋布、生机盎然……盛夏时节，走进社旗县唐庄乡，处处洋溢着

脱贫致富的澎湃激情，火红的艳阳映亮了广大群众灿烂的笑脸。撸起袖

子加油干，贫困百姓日子红。在全县上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铿锵号角

声中，唐庄乡广大干部群众干字当先，激情四射，步履坚实，稳扎稳打，正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脱贫致富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

□特约记者 申鸿皓 李 崇

脱贫一线脱贫一线 真真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