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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5日，记者从PICC中国
人民保险杯——2017年度“河南十大三农
新闻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悉，在各
省辖市、直管县（市）委宣传部及省直各有
关单位组织推介上报的基础上，经过评审
委员会的推选，20名候选人已正式产生。
2月1日起，公众可通过网络、微信客户端
等途径进行投票。

2017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

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农村工
作办公室、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
视台、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扶
贫开发办公室共同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
新农村频道、农村广播承办，每年举办一
次。宣传推介活动自启动以来，按照推介
标准和要求，全省有关单位向组委会推介
符合条件的候选人79名。这79名候选人
涉及美丽乡村建设典型、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典型、精准扶贫典型、农村基层工作者、
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以及关心支持“三
农”工作的公益人士、基层文化教育工作者
等方方面面。1月25日，组委会组织召开
了初评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最
终确定20名候选人。

2月1日起，各媒体将集中推出他们的
先进事迹简介，广大群众可登录大河网
（www.dahe.cn）、映象网（www.hnr.cn）、

“河南三农新闻人物”官方网站（www.
sannonghn.com）、“浓情中原”微信公众
号（nqzy666666）进行投票。投票时间2
月7日24时截止。

投票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召开终评
会，结合投票情况，最终选出10名2017年
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并举行颁奖
仪式，对外公布推选结果。(本报记者)

马向阳,男，44岁，河南省高科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濮阳县人大代表。
事迹：流转托管土地 6400 余亩，释放

农村劳动力 3000 余人。投资 1.28 亿元建
设高科智慧生态循环农业园，种植优质小
麦、杂粮等。建成养殖区30000多平方米，
品种肉驴存栏达 600 头，成为全省较大的
肉驴规模化养殖示范场。

王福军，男，64岁，河南菡香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荣誉：全国种粮大户、全国农业劳动模
范、河南省劳动模范、焦作市十佳致富带头
人。

事迹：创办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经过十几年发展，成员由 32 户增加
到了319户，土地流转面积由200亩增加到
2400多亩。年精米加工超3000万斤，销售
收入达 8000 余万元，直接辐射带动农户
7000余户。

乔书领，男，58岁，中乔大三农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中国当代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
出青年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百佳红旗人物。

事迹：被林州修建红旗渠精神事迹所
感动，投资15亿建设30平方公里集文化旅
游与富硒产业于一体的“红旗渠国家智慧
农业公园”，与农民签订合同种植富硒谷子
10000余亩，以高出市场价0.30元收购，流
转土地 1800 亩，种植四季熟林果花木、油
料牡丹、玫瑰等。

孙永海，男，44岁，民权县润康养殖有
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商丘市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商丘
市农民致富能手、民权县“扶贫先进个人”。

事迹：创立民权县庄周面粉厂，年销量
超过 70 万吨，年产值过亿元，被评为河南
省龙头企业。创办民权县润康养殖有限公
司，目前生猪存栏30000多头，年生猪出栏
量10万头，成豫东地区最大的养殖场。

刘军正，男，44岁，河南蒋姑山农林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荣誉：汝州市十大造林模范、汝州市人
大代表、汝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事迹：打造占地面积 4 万亩的汝州现
代农林生态花海田园项目，被评为省田园
综合体试点建设项目。流转荒山坡土地
2.5万亩，完成荒山绿化1.8万余亩，各种苗
木花卉种植超过 110 万株，累计可实现矿
山恢复绿化30余万亩。

张大生，男，54岁，确山县三源农机农

民合作社理事长
荣誉：中国好人榜、省致富标兵、驻马

店市道德模范、驻马店市十大三农新闻人
物、确山县人大代表。

事迹：依托农机合作社，自 2000 年以
来带领农机手跨区作业，创立了“天中麦
客”“收获中国”品牌，已成为驻马店跨区机
收作业的典范，远赴黑龙江、四川、海南等
地从事跨区收割作业，累计跨区收割1000
余万亩农作物。

张志良，男，42岁，河南麦佳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

荣誉：省科技拔尖人才、省返乡创业大
赛成长组第一名、驻马店市劳动模范、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新蔡县十大扶贫先锋。

事迹：成立河南麦佳食品有限公司，将
食品工业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在一起，发展
粮食精深加工，形成面业产业化集群，产品
销往广东、湖南等 20 多个省市，年销售收
入13.66亿元。以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
转土地3万多亩，种植优质小麦31098亩，
年产优质小麦18658吨。

张林，男，52岁，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
国林业产业诚信领军人物、市（厅）级科技
进步奖8 项、许昌市优秀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许昌市人大代表。

事迹：把满腔热情投入紫荆事业，被媒
体与业界誉为“巨紫荆之父”。自筹资金
3000余万元投入巨紫荆品种研发，成功选
育出20多个新品种，其中有6个获得国家
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权，4 个通过省级
鉴定。

张鹰，50岁，河南省电力公司配电网
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南阳市南召
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第一书记

荣誉：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感动南阳”十大人物。

事迹：创新建设林光互补新型高效光
伏电站，为土地资源匮乏地区光伏电站建
设提供了解决方案，发电量是常规电站的
1.5倍。转变经营模式，组建3家苗木专业
合作社，实现对贫困户全覆盖；积极探索电
商农业，注册商标、建立网上商城，销售苗
木超过1500万元。

杨小周，男，60岁，巩义市涉村镇北庄
村党支部书记

荣誉：河南省劳动模范、2014年“河南
最美村官”。

事迹：利用争取的 20 万元经费，带领

群众苦战600多天，凿通一条长916米的穿
山引水隧道。铺设管道8000米，建成两座
可容纳9 万立方米的水库，彻底解决了北
庄村的缺水难题。带领干部群众改造高低
线路2000米，修通硬化道路6.5公里。

杨清超，男，37岁，淮阳县易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省十大科技创新精英。
事迹：创办淮阳县易生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专注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2009年
以来，带领研发团队60余人深入田间地头，
为全国各地农民免费举办农业科技讲座
3800余场次，培训32万余农民和种粮大户。

李平军，男，49岁，济源市农机监理所
所长

荣誉：全国农机监理示范岗位标兵、全
省农机安全监理专家、济源市劳动模范、济
源市优秀共产党员。

事迹：扎根乡村二十五年，勇于创新，
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机“燃油补贴”和“免费
管理”惠民政策，有效破解农机监管的全国
性难题。每年受益农户达4000余家，累计
补贴资金372万元，减免费用达130万元。

李耀卿，男，58岁，漯河市国家税务局
教育科主任（副处级待遇），漯河市召陵区
老窝镇老许村第一书记

荣誉：全省职业道德教育先进个人、河
南省国税系统先进工作者、漯河市“十佳市
民”、召陵区优秀驻村书记。

事迹：自2015年9月驻村以来，深入细
致调查研究，制订了两年驻村规划和产业
脱贫实施方案。协调争取扶贫项目8 个，
资金900余万元，带动老许村323户特别是
64户贫困户重点从产业脱贫、基础设施脱
困、文化脱贫等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

宋宏举，男，50岁，禹州市森林公安局
局长

荣誉：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立公
安部个人一等功、河南省优秀森林公安局长。

事迹：自2011年任禹州市森林公安局
局长以来，办理各类涉林案件 1759 起，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2108人，连年在全省
森林公安局执法量化考评中名列前茅。

武安伟，男，46岁，三门峡市渑池县洪
阳镇柳庄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荣誉：省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省优秀共
产党员、三门峡市十大杰出（优秀）青年、三
门峡市人大代表、三门峡市优秀村党支部
书记。

事迹：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产业化经营模式，累计投入资金1.4亿

元，其中个人无偿出资 9800 万元，建成
5000亩高效经济林示范基地和柳庄生态旅
游区。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安排剩余劳
动力200余人，受益农户300余户。

赵豪，男，38岁，河南豫道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信阳市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息县金秋助学先进爱
心人物。

事迹：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方式，投资1700万建设4个淀粉初加工工
厂，8个红薯种植扶贫基地，5个专业合作
社，1个红薯育苗基地。投资3.2亿元，建立
红薯饮品生产厂和休闲食品厂，在国内首
提膳食纤维主食化应用工程。

唐巨林，男，54岁，鹤壁市山城区鹿楼
乡故县社区党委书记

荣誉：全国劳动模范、省劳动模范、省
第八次、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鹤壁市优秀党
支部书记。

事迹：带领故县村两委班子，把一个负
债数万元、工业产值为零的贫困村，打造成
没有一户贫困户的国家级文明村、富裕
村。创建桐岭生态林基地等 11 家经济实
体，1300多名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莫新阁，男，33岁，洛阳鑫洛农牧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河
南省大众创业导师、河南省扶贫协会副会长。

事迹：在孟津县、伊川县、洛宁县投资建
设了5个扶贫产业园，流转土地4000余亩，
与政府签约承接3500余户贫困户的脱贫任
务，带动了孟津县2万多人返乡下乡创业。

景奇，男，41岁，叶县天享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豫创大赛”平顶山赛区第二名。
事迹：清华硕士毕业后，放弃高薪返乡

创业。成立叶县天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包500亩荒山，托管土地3000多亩。打
造视频电商新模式，代销洋槐花、野蜂蜜等
山区经济作物，年销售额5000多万元。

董海英，女，51岁，开封市祥符区农林
畜牧局研究员

荣誉：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省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开封市劳动模范、开封市科
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事迹：30年来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农
业技术推广工作。创新推广良种良法配套
栽培技术，累计应用面积超过 1000 万亩
次，每亩增效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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