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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我们有了法律武器。3月 1日起，《平

顶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施行，在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条例》实现了对不文明行为“软约束”

到“硬约束”的跨越，会更有利于文明

行为的养成、文明城市的创建。

“《条例》的实施对于引导和促进

文明行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大有裨

益。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务必带

头学习，做文明创建的排头兵；带头

宣传，做文明创建的践行者；带头落

实，做文明创建的护航员；争做文明

人、共创文明城、遍植文明花，为平顶

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文

明程度贡献一分力量。”郏县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县长杨洪峰说。

汝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魏富申表示，作为规范性法规，

《条例》为促进市民文明行为提供了

法律规范，使我们今后工作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汝州市作为全国文明

城市，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条例》为

遵循，精耕细作，从平时抓起、从小事

抓起，将各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融入

文明交通、文明餐桌等群众日常，长

抓不懈、久久为功，牢树为民服务宗

旨，逐步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为平顶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贡献力量。

鲁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

办主任刘阿蕊说：“《条例》将道德要

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城市法治建设，是以法治

承载道德理念、解决道德问题的一种

方法，原先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如‘广

场舞’扰民、遛狗不拴绳等将得到有

效遏制。接下来，鲁山县将相继开展

‘红色经典’诵读、‘百姓红色宣讲员’

进校园、‘文明交通’、‘学雷锋我行

动’等主题活动，形成‘学条例、用条

例、守条例’的良好氛围，推动文明实

践活动深入有效扎实开展。”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团工委书

记张晓时说：“《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文

明将成为我们每一位市民的法定义

务，这将大大提高我市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的效率。下一步，我们将更加积

极地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组织全

体团干、队干开展《条例》宣传学习活

动，充分利用团属新媒体平台，制作发

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内容，营

造浓厚的网上互动氛围，掀起学习宣

传《条例》的热潮，切实增强青年、青少

年群体的文明法治意识。”

舞钢市志愿服务中心主任杨春

芬说，《条例》是提高市民文明素养、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遵循，是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制度基础和法治

保障。规范文明行为，提升文明素

质，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期盼。

舞钢市将用法律规范加强和指导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广泛开展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文明上网、文明劝导等

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深化、细化、

实化文明礼仪规范，教育引导群众见

贤思齐、崇德向善，促进《条例》在舞

钢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田间地

头，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

已经成为我们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市志愿者协会副会长陈学敏说，

《条例》提倡守望相助、互相关爱，鼓励

为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或者救助，还

指出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志愿服务保障和激励机制，维护志

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这

些条规为今后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指明

了方向，在倡导守望相助的同时也保

护了‘好心人’的合法权益，必将推动

我市志愿服务工作迈上新台阶。”

（孙聪利 张鸿雨 魏森元 常洪

涛 田秀忠 杨德坤 杨元琪）

《平顶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引发热烈反响

对不文明行为有了“硬约束”

本报讯 （记者巫鹏）“广大市民

朋友们，让我们接力志愿服务，以主

人翁的姿态迅速行动起来……”优秀

志愿者代表张园圃代表广大志愿者

向全县人民发出倡议。3 月 2 日上

午，宝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暨

3·5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在劳动模范广场举行。

仪式上，宝丰县发布了学雷锋志

愿服务项目，包括理论政策宣讲、助

力“四强县”、疫情防控、文化文艺服

务、乡村振兴、卫生健康、助学支教、

科技科普、法律服务、生态环保、孝善

敬老、移风易俗、非遗传承、关爱帮

扶、农业技术、巾帼、青年、扶残助残、

“百场故事汇”、消防宣传、关爱未成

年人、全民健身、全民阅读和清洁家

园共计 24个志愿服务项目。

3月1日至5日，宝丰县将以志愿服

务队为依托，开展“学文明条例、做红色

传人、倡节俭风尚、守社会秩序、学雷锋

我行动”五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近年来，宝丰县大力推进文明创

建工作，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着眼“凝聚

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让

文明实践精神浸润群众心田，弘扬文明

新风。大力建设新时代志愿服务平台，

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广大志

愿者积极投身工作一线，以实际行动书

写了新时代雷锋故事，服务了发展、奉

献了社会、温暖了群众。切实提升了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在基层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宝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暨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让 文 明 之 光 照 亮 新 征 程

3 月 2 日，新华区湛北路街道朝

阳社区的志愿者在饭店开展“文明就

餐、杜绝浪费”宣传活动，并给饭店送

去桌签。

为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有

序开展，朝阳社区于当日组织志愿者

深入各饭店开展“文明餐桌，光盘行

动，从我做起！”宣传活动，动员饭店

经营者和用餐者自觉传承勤俭节约

的中华美德，积极营造温馨、文明的

就餐环境，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光盘行动

本报讯 （记 者 程 颖）3 月 2 日上

午，华为公司来平考察座谈会在市委、

市政府办公楼召开。市委常委、副市

长高建立出席。

会上，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河南区域负责人就绿色算力中心、

智慧城市、能源双控平台、华为数字工

业创新中心等合作事项的推进情况，

与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

高建立指出，省委书记楼阳生莅平

调研讲话精神为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

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让我们倍添动

力。我市在推进数字经济方面，与华

为公司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华

为公司拿出切实可行的科研报告，与

我市政企结合，管、控、用好现有资源，

共同推进绿色算力中心、智慧城市、能

源双控平台、华为数字工业创新中心

等项目建设。我市各有关部门要学习

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结合“十四五”期

间的实际需求，在采矿、炼焦、电力等重

点领域与华为公司开展深度合作；要明

晰创新中心等项目定位，结合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项目进行布局；要优先推广华

为公司成熟的场景、应用迅速落地；要

督促平煤神马集团、平高集团等龙头企

业与华为公司加强新型能源城建设，共

赢发展，为奋进百强市贡献力量。

高建立在华为公司来平考察座谈会上指出

全 力 加 快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为 奋 进 百 强 市 贡 献 力 量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3月 2日上

午，“榜样鹰城”2021年度鹰城经济人物

推选活动颁奖仪式在平顶山日报社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刘文海，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汉生出席。

刘文海指出，2021年，我市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实现了“十

四五”良好开局。当前，我市正朝着

“壮大新动能、奋进百强市”、建设“四

城四区”，实现“一极两高三优四提升”

的目标奋进。希望广大企业家始终胸

怀大局，弘扬创新精神，坚持诚信守

法，勇担社会责任，争当领先时代风尚

的优秀企业家，努力把企业打造成强

大的创新主体。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转作风、提能力、强服务，推动各项优

惠政策落到实处，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各级各类媒体要加大对我市坚持不懈

推进“放管服效”等的举措经验、行业领

军企业、市场创新主体、优秀企业家的

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支持企业家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

该活动由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平顶山日报社联合主办，设有

鹰城经济人物奖、突出贡献奖、创新品

牌奖、优秀创新企业家奖、返乡创业明

星奖五大奖项。

刘文海董汉生出席

鹰城经济人物推选活动颁奖仪式举行

一、2021年度鹰城经济人物
梁五星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曹卫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梁永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屈晓临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乔一鸣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负责人
王若飞 宝丰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三朴 平顶山市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万强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公司董事长
赵真非 平顶山德美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平顶山康利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突出贡献奖获奖企业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司
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舞阳矿业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
河南润泽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西部投资建设开发公司
河南首翔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宝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千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顶山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中业恒信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春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兴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三、创新品牌奖获奖企业
铁福来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绿·北宸上苑
平顶山市中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兴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煤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国碳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茗都合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国玺超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四、优秀创新企业家奖获奖个人
孙龙飞 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元朋 河南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付向阳 平顶山市瑞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俊峰 河南恒冠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遂运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五、返乡创业明星奖获奖个人
李小闯 叶县龙泉返乡创业园
李彩霞 汝州士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学伟 汝州丝路实业有限公司
张延晓 平顶山叶县燕山水库晓晓农庄
李峥洁 平顶山清月兴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赵锋印 宝丰县远达地坪工程有限公司
张志刚 舞钢市丰农养殖信息服务专业合作社
邢德昌 河南沣瑞食品有限公司
王晓生 河南晟仕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丁晓东 平顶山市爆米科技有限公司
赵金锋 平顶山阑珊科技有限公司
宋永军 河南万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明明 宝丰县国铭纺织品有限公司
张振团 汝州中王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张立新 德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兰帅领 宝丰县辰元实业有限公司
姚文旗 河南省逆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成喜 河南物华天宝鸽业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王桂星）3月 2日下

午，市委常委、副市长高建立对我市统

计工作进行调研。

高建立一行先后来到国家统计局

平顶山调查队和市统计局，详细了解

两部门统计工作开展情况及互联网大

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新装备在统计

工作中的应用情况。

高建立对国家统计局平顶山调查

队、市统计局的统计工作表示充分肯

定。他强调，统计工作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统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

做好新时代统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强化队伍建设，提高业务能力，充

分发挥“以统辅政”的重要作用。要夯

实基层基础，配齐配强基层统计力量，

提升基层统计队伍素质，推进基层统

计规范化，确保科学统计、精准统计。

要加强能力作风建设，全方位做好统

计工作。要压实属地责任和部门责

任，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相关

市直部门和统计部门既要各负其责，

又要协同联动、共同发力，不断开创统

计工作新局面。

高建立在调研统计工作时强调

充分发挥“以统辅政”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