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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18℃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充分发挥农村群众身边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促进乡村振兴。根据省文明办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

榜”人物宣传选树活动的通知》（豫文明

办〔2021〕22 号）和《关于选树防汛救灾

和疫情防控“乡村光荣榜”人物的通知》

（豫文明办〔2021〕30 号）要求，市文明办

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平顶山市“乡村光

荣榜”人物宣传选树活动。

活 动 开 展 以 来 ，基 层 农 村 广 泛 宣

传，积极发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

关注和积极参与，营造了浓厚氛围。经

过逐级选树推荐、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市评审会联合审核、领导审定，拟推出

13 类 143 人为 2021 年度平顶山市“乡村

光荣榜”人物候选人。现面向社会公

示，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公示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19日

监督电话：2666127

监督邮箱：pdswmbnck@sina.com

平顶山市文明办
2021年 9月 15日

2021年度平顶山市“乡村光荣榜”
人物候选人名单（143人）

一、好媳妇（10人）
牛亚菲 舞钢市尹集镇小王庄村

牛艳春 宝丰县闹店镇户口村

李 忍 汝州市大峪镇范庄村

李凤云 汝州市杨楼镇赵沟村

潘 转 舞钢市尚店镇尚东村

朱春燕 舞钢市庙街乡曹庄村

何晓娜 鲁山县琴台街道八里仓社区

梁爱歌 叶县盐都街道焦庄社区

李应根 新华区矿工路街道陈庄村

王菊红 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东湖社区

二、好丈夫（10人）
李俊刚 叶县邓李乡邓李村

牛广欣 宝丰县肖旗乡范寨村

代自然 高新区遵化店镇戴庄村

张喜芳 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

伊水生 郏县王集乡竹园寨村

王自佑 舞钢市庙街乡人头山村

翟志阳 汝州市温泉镇翟楼村

冀延臣 鲁山县土门办事处虎盘河村

谢怀明 新华区西市场街道武庄村

张 矿 石龙区龙河街道大刘社区

三、好妯娌（20人）
张学敏/秦丽琴 郏县冢头镇高庄村

程信/和能/程玉宁 汝州市杨楼镇

夏庄村

张广存/柳爱香 鲁山县团城乡辣

菜沟村

王秋菊/赵玲培 舞钢市枣林镇晃

张村

孙艳辉 示范区应滨街道东滍村

陈园园/温兵兵 宝丰县闹店镇洼

李村

薛玲玲/杨四妮 鲁山县熊背乡大

年沟村

张秋菊/刘素梅 石龙区高庄街道

高庄社区

崔花妮/张香粉 高新区遵化店镇

张寨村

吴兰芝/郑会先 叶县任店镇岳庵村

四、好儿女（10人）
罗新波 舞钢市武功乡罗湾村

蒋菊兰 郏县渣园乡渣园村

王梦梦 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南关社区

李少峰 宝丰县大营镇小李庄村

赵 晓 鲁山县张良镇前营村

王军生 叶县廉村镇牛王庙村

李永辉 新华区香山管委会边庄村

海 欠 湛河区高阳路街道杨西新村

齐 风 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关庄社区

马艺萌 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南关社区

五、好公婆（10人）
刘继先 舞钢市枣林镇后李村

周丙振 郏县黄道镇谒主沟村

温爱云 汝州市寄料镇观上村

韩瑞莲 汝州市杨楼镇赵沟村

丁 丽 宝丰县石桥镇赵庄村

董 粉 郏县安良镇老山薛村

胡喜梅 叶县夏李乡曹王村

李迎春 湛河区九里山街道芦铁庄村

刘军霞 石龙区龙河街道大庄村

赵玉霞 高新区皇台街道任庄村

六、好邻居（13人）
张石头 汝州市庙下镇文寨村

靳会丽 湛河区曹镇乡彭庄村

杨 莹/苗凤茹 舞钢市武功乡罗湾村

段绘平/赵彩利 郏县冢头镇陈寨村

文战强 宝丰县赵庄镇赵庄村

刘俊超 鲁山县熊背乡孤山村

徐金海/王其甫 叶县水寨乡桃奉

村

殷金花 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东联

社区

王利琴 示范区应滨街道薛西村

李焕欣 石龙区龙河街道大庄社区

七、创业好青年（10人）
鲁吉学 鲁山县库区乡权村

崔鹏凯 宝丰县闹店镇西杨庄村

于 莉 汝州市煤山街道赵庄社区

谢静静 郏县白庙乡马湾新村

李随定 鲁山县赵村镇白草坪村

宣 霞 叶县廉村镇高柳村

杨 鑫 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李庄村

姬红坤 石龙区龙兴街道军营社区

张二朋 高新区遵化店镇张庄村

常政耀 汝州市米庙镇大刘庄村

八、好乡贤（10人）
梁长江 汝州市陵头镇黄岭村

解伟锋 郏县冢头镇北街村

罗德清 舞钢市武功乡罗湾村

付朝真 舞钢市尚店镇尚西村

马文明 宝丰县闹店镇连店村

马记军 郏县王集乡宋庄村

贾小仓 鲁山县尧山镇四道河村

王小华 鲁山县瓦屋镇瓦屋村

郭晓鹏 叶县叶邑镇段庄村

韩国强 石龙区龙河街道嘴陈社区

九、群众组织好会长（10人）

杨海强 叶县洪庄杨镇洪西村

范钦宪 鲁山县团城乡鸡冢村

漫中明 汝州市煤山街道肖庄社区

宁松山 高新区遵化店镇严村

宋喜德 舞钢市矿建街道赵案庄村

翟清水 宝丰县李庄乡翟庄村

孔繁重 郏县冢头镇柿园村

胡建营 鲁山县尧山镇马公店村

杨会芳 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

刘平现 石龙区龙河街道大庄社区

十、好党员（10人）
（抗汛防疫）司占起 高新区遵化店

镇蒲楼村

（抗汛防疫）兰 恺 叶县廉村镇后

王村

姜永顺 舞钢市尚店镇王庄村

胡红侠 鲁山县瀼河乡尹村

龚朝军 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

冯延贤 郏县白庙乡白庙村

仓中华 叶县叶邑镇李公甫村

（抗汛防疫）鲍振邦 宝丰县石桥镇

石桥村

吴晓东 卫东区五一路街道铁路新

村社区

李素云 汝州市煤山街道西东社区

十一、好支书（10人）
（抗汛防疫）张海军 鲁山县团城乡

寺沟村

（抗汛防疫）颜庆喜 汝州市大峪镇

大峪村

姬晓雷 舞钢市铁山街道冢李村

刘甜田 宝丰县杨庄镇白水营村

李国彬 郏县冢头镇花园村

（抗汛防疫）余俊霞 叶县九龙街道

孟北村

王小军 鲁山县瀼河乡赵楼村

朱学卫 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

（抗汛防疫）曼经伟 宝丰县城关镇

东街社区

马永召 新华区焦店镇郏山阳村

十二、抗汛防疫好村民（10人）
田耀义 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村

韩二伟 高新区遵化店镇遵化店村

薄明杰 舞钢市铁山街道薄冲村

张玉玲 舞钢市尚店镇尚西村

鲁梦南 舞钢市尹集镇楼房湾村

冯国海 叶县仙台镇阁老吴村

王延明 郏县茨芭镇空山洞村

杨彩玲 郏县安良镇安东村

赵艳民 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村

郭艳红 湛河区姚孟街道李乡宦村

十三、抗汛防疫好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长）（10人）

杨向科 鲁山县四棵树乡党委书记

高项冰 汝州市寄料镇党委书记

崔怀风 宝丰县观音堂林业生态旅

游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史旻明 叶县龙泉乡乡长

雷 巍 郏县姚庄回族乡党委书记

王应钦 郏县白庙乡乡长

刘彦新 舞钢市庙街乡党委书记

楚辉锋 湛河区曹镇乡党委书记

鲁万辉 高新区遵化店镇镇长

杜俊峰 宝丰县闹店镇党委书记

2021年度平顶山市“乡村光荣榜”人物候选人名单公示

本报讯 （记者王代诺 毛玺玺）

“最近，随着学生们开学，不断有市

民拨打 12345‘民呼必应’热线咨询

开源路热力工程施工情况。”9 月 13

日，市政府热线办工作人员说。

当天，平顶山热力集团客户服

务管理中心回应：热力工程开源路

区域湛河北路到建设路、建设路至

大众路、大众路至矿工路、矿工路至

五一路，从 7 月 3 日至 8 月 22 日已陆

续完工，并已陆续移交市政维修管

理队；热力施工只剩五一路至平安

大道段，预计 9 月 20 日完工。完工

的路段目前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施

工，待他们施工结束，即可进行路面

恢复。

对此，记者进一步采访了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关于该路段工程的负

责人。

“建设路至优越路段，涉及自来

水方面的工程已经完工，并已移交

市政维修管理队；优越路至矿工路

段预计还需 5 天左右完工；矿工路与

开源路交叉口北侧，自来水公司与

热力公司正在交叉施工，很快路口

区域围挡就会拆除，将减轻矿工路

方向的通行压力。”9 月 13 日下午 3

点左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豫鹰实

业有关负责人说。

半小时后，该负责人再次回复

记者说：“我们又细致倒排了一次工

期，时间节点没问题，尽最大努力往

前赶。”

当天上午，记者走访了开源路

施工工地，机械、人力均在现场紧张

作业。

“开源路施工确实给市民生活

带来了很多不便，恳请大家理解，我

们也将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进度，及时通报施工情况，尽快

还路于民。”热力集团开源路段工程

相关负责人说。

开源路热力管道施工情况如何

回应：预计9月20日热力施工结束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9 月 14 日，记

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近日该局推出多

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包括为在平的新

办企业免费刻制公章、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货车提供电子通行证服务、为外省份

居民提供身份证异地补换领业务等。

据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有关工作人员

介绍，新商户在相关部门申请营业执照

后，可在银行办理开卡，享受免费刻章服

务，每个新公司可免费刻制公章 4 枚（公

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四选三加一

枚法人章），1 小时出章；户籍室实现全

域办理居民身份证异地补领、换领，包括

省外、市外及我市城区跨所、跨县区的身

份证补换领业务。居民只需交验户口

簿、机动车驾驶证、护照等公安机关签发

的有效身份证件之一，即可在任意就近

户籍室申请补换领居民身份证，办理周

期也由过去的 40日压缩至 30日。

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人员

介绍，进入我市限行区域的城市物流配

送、专项作业、生鲜冷链配送等货车可在

手机上申请电子通行证，关注微信公众

号“河南交警”，进入“通行证入口”，选择

“平顶山”，阅读办证须知后，输入货车相

关信息，点击提交即申领成功。

我 市 公 安 机 关 推 出
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晓燕）

9 月 14 日，在位于宝丰县李庄乡程庄村

的宝丰千百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 ，村 民 们 正 在 热 火 朝 天 地 制 作“ 串

串”。一个个小“串串”，正通过村民勤劳

的双手，串起一条致富路。

经营 这 家 公 司 的 老 板 是 宝 丰 县 李

庄乡返乡创业青年郑书伟。“我外出打

工 12 年后回乡创办了这家串场，乡里又

是给协调场地，又是提供资金支持。”郑

书伟说。

宝丰千百味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

700 余万元，占地面积 3300 平方米，2018

年 10 月正式投产，主营烧烤

串类肉制品加工，带动附近

村民 800 余人就业。公司销

售点分布全国 14 个省份，有

32 家直营经销商，经销商旗下有 870 家

连锁销售点。公司采取订单式生产，今

年上半年已与华莱士、河北朱福华集团、

江苏小淮娘、姐弟俩土豆粉、严厨酸菜

鱼、鱼你在一起等一线餐饮品牌签订代加

工协议，目前正在加工生产中。7 月，公

司又签订了 2022年全年的预销售订单。

因生产经营火爆，800 余名员工满负

荷生产也不能满足订单需求，公司急需

扩大生产规模。李庄乡党委、政府了解

情况后，帮助其协调解决了资金、场地等

问题。目前，1.8 亿元的二期投资资金已

到位，扩建后公司可再提供 2500 个就业

岗位。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赵洁

宁）“水果黄瓜每斤（一斤=500 克）5 元，

千禧果每斤 15 元，这几天正在采摘。”9

月 14 日，在郏县白庙乡下叶村大棚，全

程机械化种植的水果黄瓜、辣椒、礼品西

瓜、千禧果长势喜人，今年 24 岁的叶笑

涵正在采摘水果黄瓜。

别看叶笑涵年龄不大，返乡当“新农

人”已有 3 个年头。2014 年，叶笑涵在广

州亲戚家帮忙打理翡翠生意，有了一定

积蓄后于 2019 年返乡，与朋友合伙经营

了一家拥有 150 多套（台）农机具的农机

专业合作社，并承包了 4 座烟叶育苗大

棚和 100余亩红薯种植基地。

今年 6 月，在当地政府和县农机中

心的协助下，叶笑涵又搞起了全程机械

化大棚蔬菜种植试点，从土地耕整、菜苗

移栽、田间管理到植保，全部机械化作

业。“这棚辣椒全部人工种植的话需要 8

个工人忙活 3 天，人工成本约 1300元，如

果全程机械化操作，1 天就能完成，两个

操作人员的工资加上油钱，成本也就 300

多元。”叶笑涵说。

通过创办农机合作社、烟叶育苗、

全程机械化蔬菜种植、绿色无公害红薯

种植，叶笑涵今年的收入预计能突破百

万元。

“明年争取为全县大棚蔬菜种植全

程机械化打好样板，再流转 1000 亩土地

种植绿色无公害红薯，与电商基地相结

合，拓展网上销售渠道，打开高端销售

市场，带领群众一起增收致富。”谈及未

来，叶笑涵信心满满。

小小“串串”签 串起致富路
24岁“新农人”年入破百万

▶ 9 月 14 日上午，在鲁山县张良镇

张南村亨冠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几十名女工在制作棒球帽。

为帮助企业更好发展，张良镇党委、

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多次到该企业走访，

帮 助 解 决 招 工 难 题 ，联 系 客 户 开 拓 市

场。目前，企业年生产能力由 40 多万顶

增加到近 60 万顶，全部订单生产，呈现

产销两旺局面。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产销两旺

有诉求看这

里。扫描二维码

下载“平观新闻”

手机客户端，投

诉建议很方便。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淘宝店铺

刚开张，就卖出去 3 把了，而且都是好

评，还有很多人咨询，我们都及时给予了

答复。相信我们的销售渠道会越来越

宽，非常感谢郏县商务局工作人员的指

点。”9 月 13 日上午，在位于郏县茨芭镇

齐村的胡二刀厂，38 岁的技艺传承人胡

阳杰说。

明朝末年，胡姓二兄弟从山西洪洞

县移民茨芭镇，胡老二为铁匠手工艺者，

开创了生产刀具的“胡二”品牌，传承数

百年，到胡阳杰已是第 19 代。胡氏家族

锻打的斧子、刨刀、锄头、镰刀、菜刀、剪

刀等几十种刀具，畅销多年。然而随着

电 商 平 台 的 发 展 ，刀 具 销 售 受 到 了 影

响。由于不擅长使用网络，之前胡阳杰

开的淘宝店铺销量基本为零，后因图片

未更新，店铺被关。

上月底，郏县商务局电商工作专班

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遂与淘宝客服

取得联系，详细咨询开

店流程和要点，根据对

方要求，帮助胡二刀厂

拍摄图片，输入产品有关尺寸及数据，最

终，胡二刀具网络店铺于 9 月初重新开

张。“这才没几天，他们就有了好几笔交

易了。我们会继续走访企业，帮助更多

的小微企业畅通产销渠道。”郏县商务局

局长卢锦辉说。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郏县商务局组建了服务企

业电商工作专班、外资外贸企业服务专

班、疫情防控监督员工作专班。截至目

前，电商工作专班已指导郏县 49 家企业

开办了网上店铺，指点企业骨干熟练使

用网络平台、提升销售技巧等。

指导开办网店 点拨销售技巧

郏县商务局组建电商工作专班帮扶企业

一流营商环境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程颖）9月 14日下

午，在收听收看了国务院安委办中秋

国庆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和全省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后 ，我 市 紧

接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此项工

作。市委常委高建立参会并讲话。

会议分别对做好中秋、国庆“双

节”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提出

了明确要求。

高建立指出，各级各单位要充

分认识做好当前安全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扎实做好各项

安全防范工作。要针对当前的生产

经营活动和节日特点，紧盯道路运

输、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城乡

接合部和乡村地区等事故易发多发

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管控；持

续 强 化 危 险 化 学 品 、煤 矿 、非 煤 矿

山、建筑施工、油气输送管道等行业

领域的安全防范。要夯实责任，严

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

求，切实加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期间安全生产的组织领导，严格督

查、问效问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平稳。

高建立在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做好防范 确保“双节”期间安全生产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 月 14

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岳杰勇

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叶县调研

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岳 杰 勇 先 后 察 看 了 叶 县 南 部

山区旅游线路、马头山段楚长城遗

址、红二十五军五里坡战斗遗址和

豫晨庄园旅游项目，听取当地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情况

介绍。

岳杰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建设文化

旅游强市目标任务，积极实施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把提升文化内涵与

丰富旅游功能结合起来，把发展文

化旅游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结合起来，加快提高产业贡献度、富

民实惠度、城市美誉度。要深入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科学合理利用自

然资源，找准定位，明确路径，借助

区域内资源禀赋，孵化更多的文旅

产品，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延伸产

业链条，激发产业发展活力。要牢

固树立品牌意识，寻找专业团队进

行深度合作，深入研究策划，广泛征

求创意，在提升内涵、提升品质上做

文章，打造出一批有市场引领力的

“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地标。

岳杰勇在叶县调研文旅产业发展时强调

丰富业态 提升品质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