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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店村!

道路平了 文化活动多了 村民笑了

!

晚报记者 张擘

本报讯 !市交通局的同志为我们村修

建的道路"不仅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

让我们开设在道路两旁的商铺效益得到提

高"还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一提起新

修的道路" 商水县平店乡平店村村民的脸

上就乐开了花%

平店村是商水县平店乡政府所在地%

修建于
,33-

年的平店大街因年久失修"早

已坑洼连片" 不仅严重影响平店乡集市贸

易"也给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不

便"成为制约平店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市交

通局帮扶工作队经过多次调研勘察" 决定

把修建平店大街作为扶贫的突破口"为此"

他们积极向上级申请修路项目和资金% 平

店大街于
,3+1

年
5

月份开工"

6

月底竣工"

该项目全长
+533

米"其中
7

米宽东西大街

沥青路面
733

米" 南北街
-

米宽沥青路面

133

米% 平店大街修好后"解决了平店村民

的出行难问题%

!道路修好后"我们村日常的文化生活

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一到晚上 "不仅有村

民聚在路旁跳广场舞"还有很多村民到路

旁的商铺购物% $平店村党支部书记刘新

志告诉记者"自从市交通局帮扶工作队来

村之后 " 不但将他们村的道路进行了整

修"还指导他们做好农业结构调整 "发展

养殖业"早日实现村民脱贫致富%同时"他

们还对平店村的村容村貌进行了综合整

治" 基本改变了平店街道脏乱差的局面%

如今"平店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基本

达到了新型小城镇的要求"受到平店广大

干群的一致好评%

对于下一步如何开展扶贫工作" 市交

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他们将和村委

会共同努力"综合整治平店村的环境"安装

路灯"修建下水道"美化街道"加强市场管

理"完善各项制度% 同时从宣传教育入手"

一方面举办各类知识技能培训" 通过邀请

有关专家举办培训班"拓宽群众的知识面"

提高干部群众的科技水平"提高致富能力'

一方面转变扶贫方式" 组织村干部和有志

青年学习职业技术"掌握致富本领"变!输

血$扶贫为!造血$扶贫"最终到达脱贫致富

的目的%

周口金秋诗社成立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罗先妙笔演三国"三鼎归一好

汉多%老谋深算看孟德"雄才大略数诸葛(($

+3

月
+8

日上午"市直离退休老干部汇聚一

堂诵风吟韵"共同庆祝周口金秋诗社成立%

据介绍" 金秋诗社是周口市老年书画

诗词研究会市直分会下属组织" 现有会员

+33

多人"年龄最大的会员有
7-

岁%诗社成

立后" 将组织市直志愿入社的老年诗词爱

好者普及诗词知识" 提高格律诗词创作水

平"交流创作经验%当日"记者在现场听到"

这些老年人朗诵的自创诗词" 无论是在押

韵&对仗"抑或是用词上"都颇具专业水准%

豫东南最大面包工厂在周口投产
!

晚报记者 徐松 文
!

图

本报讯
+3

月
+9

日" 周口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面包爵士中

央工厂正式投产" 该项目预计年产值两亿

元"是豫东南最大的面包加工企业%

据悉" 面包爵士中央工厂拥有能满足

周口及周边县市所有市场面包& 甜点等供

应&配送的能力"不仅生产面包"还*生产+

人才" 其内含的西点学校和商学院负责培

训烘焙行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借

助*周口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市+的跳板"面

包爵士中央工厂有望发展成为河南面包龙

头企业和全国面包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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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个时期我市精准定位!真扶贫"!扶真贫"

!

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全市社会扶贫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今后一个时期"我

市各级各部门将着力转变扶贫开发方式"大

力实施精准扶贫"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

灌+做好专项扶贫%

自
,3+,

年国务院& 省政府启动定点扶

贫以来" 我市县两级共组织
+531

个党政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参与定点扶贫工作"其中市

直
+53

个单位分别到
+31

个扶贫任务较重

的乡镇开展定点扶贫工作"实现了市直单位

全覆盖"为帮扶村引进项目资金
,:-

亿元"组

织捐款捐物折款
5,33

多万元" 深受当地党

委政府和帮扶村干部群众欢迎% 目前"我市

各级各部门以扶贫开发重点县& 贫困村为

主战场"以*到
,3,3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

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 &基本医

疗和住房+,简称*两不愁&三保障+-为首要

任务"以扶贫开发 *小康杯 +竞赛活动为载

体"坚持政府主导 "统筹发展 "大力推进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 &定点扶贫和社会扶贫 "

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贫困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贫困村

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并具备了一定

的自我发展能力% 多年的扶贫实践"创造和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市实

际的扶贫开发之路%

会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各级各

部门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转变扶贫开

发方式"实施精准扶贫"抓好专项扶贫"扎实

开展建档立卡工作"把真正贫困的人口识别

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解决好

*扶谁的贫+的问题"变*大水漫灌+为*精准

滴灌+"确保扶贫开发工作实效% 对尚未脱贫

的农村搞好规划"点面结合&分步实施% 针对

不同的村庄和不同的人群"因地制宜"因人

而异"充分利用到户增收&转移培训&小额信

贷等扶持政策"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造血+

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

工行版快捷支付发展势头强劲
!!!!!!

今年以来"为更好地满足由于智能手机

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移动

支付需求"中国工商银行加快了自有快捷支

付产品*工银
;

支付+的推广使用% 截至
9

月

末"*工银
;

支付+ 的用户数量已达
,,33

万

户"交易金额达
,63

亿元"同比增长近
9

倍%

据介绍"*工银
;

支付+是工行为满足个

人客户便捷的小额支付需求而推出的一种

新型电子支付方式% 客户无需
<

盾&电子密

码器等介质" 即可在
=>

端或手机端完成单

笔
6333

元以内&日累计
6333

元以内&单月

累计
6

万元以内的支付业务"较好满足了消

费者和商户安全&便捷的互联网金融支付需

要% 有需求的客户还可以持身份证件和对应

的银行卡到工行网点将单笔和日累计支付

限额调整到
+

万元 "

<

盾客户通过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就可以自助调整%

适应互联网金融支付的需要 "*工银
;

支付+的注册和使用十分便捷% 客户只要有

工行卡和手机"在工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电话银行&自助终端等任一渠道"几秒钟就

可以自助完成注册% 在支付过程中"客户只

需按提示输入预留的手机号和账号后六位"

在收到短信验证码后并输入"即可轻松完成

付款% 没有注册的客户"也可以在支付过程

中同步完成注册% 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与第三方支付公司推出的快捷支付产品相

比"*工银
;

支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

点.

第一个是通用性强% 对于在淘宝&天猫&

京东&唯品会&亚马逊等众多电商平台挑选

商品的网购一族而言"注册!工银
;

支付$以

后就可以全网通用" 不必每个网站都注册
+

个支付钱包% 同时"客户在国航等航空网站

购买机票&

+,53-

网站购买火车票等" 使用

!工银
;

支付$ 将让支付过程变得更加轻松

顺畅%

第二个是安全% 由于!工银
;

支付$注册

验证客户信息在银行端"较第三方支付快捷

支付更为安全"可以有效地保障客户信息与

资金安全% 此外"客户在开通!工银
;

支付$

的账户后" 还可以开通余额变动提醒功能"

为账户安全增加多重保障%

第三个是快% 依托工行强大的科技实

力"!工银
;

支付$ 支持每秒钟
++,3

万笔的

并发交易"系统处理时间仅为
3:+,5

毫秒"可

以帮助客户第一时间完成各种秒杀和抢购%

!振京"

社会各界代表参观面包爵士中央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