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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力，男，汉
族 ，44 岁，中共党
员。鹿邑县高集乡
王屯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力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后，做了
一系列实事、好事。
完善村内基础设施，

修建3000多米下水道，利用废坑塘建
了一个占地 80亩的村中心公园。栽
植大叶女贞、垂柳等绿化树800多棵，
新安装LED路灯150盏。引资200多
万元建立“远力帐篷有限公司”，解决
就业 50余人。原来脏乱差的王屯村
如今成为全县“美丽乡村”样板村。他
探索出的“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
出义务工，社会捐资”的“美丽乡村”建
设模式在全县推广，并在全省会议上
介绍经验。③6

余京亚，男，汉
族，45 岁，中共党
员。许昌市襄城县
十里铺镇单庄村党
支部书记。

余京亚大力引
导村民搞好芦笋等
特色蔬菜种植，带领

群众致富奔小康。2017年，单庄村成立
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公司，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开展彩叶绿化
苗木种植，农户营造的片林，所有权归农
户，村股份制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属于村
集体。这种产业化的发展思路为襄城县

“村庄森林”建设工程树立了典范。余京
亚先后当选许昌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
许昌市第七届人大代表，被评为许昌市
劳动模范、燕振昌式好书记和襄城县十
佳党支部书记、襄城县劳动模范。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聂磊 莫韶华

认准前进的方向，双脚沾满泥土的芳香，用
脊梁扛起建设全面小康的重担。在全省脱贫攻
坚道路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挨家挨
户探究贫困的原因，身体力行帮助群众脱贫致
富，锐意创新带领乡亲们奔向全面小康……他们
中，20人入选“骏化复合肥杯”（简称“骏化杯”）
2017“河南最美村官”候选人。

“骏化杯”2017“河南最美村官”典型推荐活
动自5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全省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组织推荐及社会推荐的63位“村官”参
评，经活动组委会认真评审，遴选出 20名候选
人。他们之中，有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基层、带领

群众致富的老“村官”；有致富不忘乡亲、倾力反
哺家乡的新“村官”；更有瞄准脱贫目标，用“绣花
功夫”绣好脱贫攻坚“一针一线”的驻村第一书
记。

2017“河南最美村官”典型推荐活动，由省委
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省环保厅、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大河网承办。该活动自2013年开始已
成功举办4届，共评出40位扎根农村基层，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河南最美村官”。

8月24日，河南日报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
属的河南日报农村版、大河报、河南商报、大河
网、河南手机报，河南广播电视台所属的新闻广
播、河南卫视、农村广播、新农村频道、东方今报、

映象网等媒体及“两微一端”，各省辖市党委机关
报、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及“两微一端”，各省
直管县（市）电台、电视台及“两微一端”，集中对
20位候选人的先进事迹进行展示，省、市、省直管
县（市）主要媒体还将陆续推出他们的专题报道。

品德让群众敬服、能力改变面貌、创新带来成
绩、眼光促进发展、廉洁让村民放心、法治带来秩
序，如果您发现候选人中有违反“德、廉、能、促、创、
法”最美村官评选标准或有损群众利益的行为，请
向组委会办公室反映，电话：0371-65796099，
邮箱：860056249@qq.com。

根据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反映，活动组委会将
最终评出10名 2017“河南最美村官”，并举办第
二届河南村官论坛。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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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肩膀扛起建设全面小康的重担
“骏化杯”2017“河南最美村官”20位候选人评出

安 亮 亮 ，男 ，
汉族，37 岁，中共
党员。漯河市源汇
区干河陈乡姬崔村
村委会主任。

2011年年底任
职以来，安亮亮带领
全村干部群众，成立

集体所有制企业漯河市金三角商业管
理公司，村民参股管理，年营业额达
2000多万元；带领群众兴建金三角文化
广场、豫中南速递物流园、金三角美食广
场等。村里富了，村民每年分红不断增
加。2015年，姬崔村向村民发放分红款
187万元；2016年，发放分红款267万元；
2017年有望达400余万元。姬崔村先后
被评为漯河市创卫先进单位、漯河市卫
生村、漯河市文明村镇。安亮亮2015年
被评为漯河市“双强”带头人。③6

张东堂，男，汉
族，65 岁，中共党
员。三门峡市渑池
县段村乡四龙庙村
党支部书记。

张东堂干了26
年的村干部。2009
年1月被确诊患了膀

胱癌。他先后经历6次化疗，仍积极带
领村民在流转出来的荒山上种牛心柿、
连翘、花椒。2013年，他筹资28万元新
建了村组织活动场所，带头落实村干部
24小时值班制度。2014年，他筹资12
万元建了漫水坝，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
题和吃水问题；玫瑰谷漂流项目也于当
年开业，黄金山万亩农业观光园项目落
地。张东堂先后获三门峡市优秀党支
部书记、“感动天鹅城”十大人物、脱贫
攻坚优秀党支部书记等荣誉称号。③6

乔 彬 ，男 ，汉
族，59 岁，中共党
员。商丘市梁园区
解放街道办事处解
放村党委书记。

乔彬从1990年
起担任商丘市梁园区
解放街道办事处解放

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来，他带领全村
干部群众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先后创办
了20多家村办企业。2012年组建了由6
家大型企业组成的河南解放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对村子
的各项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乔彬曾先
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村十大致富带
头人、建国60周年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十
佳突出贡献人物和河南省第三届优秀复
转军人十大新闻人物等称号，连续当选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③6

单 东 ，男 ，汉
族，45 岁，中共党
员。周口市淮阳县
白楼镇大郑村第一
书记。

两年来，单东走
遍10个自然村52户
贫困户，结合村情提

出了“强组织、建产业、树新风”的工作思
路。2016年8月，单东协调淮阳县文广
新局申请资金20万元，为大郑村修建了
文化生活广场；2017年4月向上级申请
扶贫资金135万元，硬化了大郑村主干
道，为大郑村全体村民铺设了一条脱贫
之路；2017年 5月份申请资金 117万
元，硬化了“村村通”道路3900米；2017
年5月争取扶贫资金80万元，计划在村
内修建6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为留守
妇女、老人提供就业机会。③6

鲁 军 良 ，男 ，
汉族，50 岁，中共
党员。驻马店市
正阳县新阮店乡
中心庙村党支部
书记。

鲁 军 良 始 终
心系群众、精准扶

贫，积极与彭新民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龙头企业联系，在本村解决
帮扶对象就业近 100 人，帮扶成效
明显。

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狠抓绿色
生态农业建设，因地制宜种植优质花
生 3500亩；投资 20万元完成了蓄水
灌溉配套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
产和农民增收，闯出了一条转型跨越
发展的新路。③6

赵光利，男，汉
族，59 岁，中共党
员。南阳市卧龙区
潦河镇辛店村党支
部书记。

辛店村曾经是
有名的“三类村”、混
乱村，2002 年村两

委调整后，在党支部书记赵光利的带
领下，以争创“五个好党支部”为目标，
围绕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指导思想，不
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发展畜禽
养殖、装卸运输等产业，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辛店村党支部被授予河南省五
好党支部、南阳市五好党支部，辛店村
被评为南阳市文明新村。赵光利先后
获河南省平安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南
阳市五一劳动模范、南阳市优秀基层
组织书记等荣誉称号。③6

李瑞，女，汉族，
53 岁，中共党员。
信阳市商城县伏山
乡南冲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任第一书记以
来，李瑞在身患多种
疾病的情况下仍坚

守岗位。驻村近两年时间里，争取项
目资金70余万元，对全村电网进行升
级改造；协调资金20万元建设村文化
广场；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鼓励
50多户村民进行食用菌种植，户均年
收入可达8000元。驻村以来，李瑞落
实项目 11个，争取资金近 800万元。
她在 2016年省派第一书记考核中被
评为优秀，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公务员，
获商城县委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
度道德模范等荣誉。③6

代玉建，男，汉
族 ，35 岁，中共党
员。兰考县代庄村
党支部书记。

2014年代玉建
回乡带领村民艰苦创
业，让全村28户贫困
户成功脱贫。他带领

村民发展林下养鹅、鱼藕混养、农产品加
工等高效农业项目，创办兰考县怡心
农民合作社，全力打造兰考“怡心”品
牌，集体经济收入三年内实现了从零
到16万元的突破。代庄村先后获得河
南省四项机制示范村、平安建设示范
村等荣誉称号。代玉建先后获得河南
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青年五四奖
章、河南省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兰考县
优秀党员、兰考县焦裕禄精神好干部、
兰考县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③6

宋 伟 ，男 ，汉
族，43 岁，中共党
员。滑县慈周寨镇
北李庄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宋 伟 驻 村 以
来，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在村

两委班子的配合下，认真履行职责
任务，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成绩斐
然，其典型事迹多次被省级以上主
流新闻媒体报道。今年“七一”前
后，中宣部在全国树立了 6名驻村第
一书记标杆，宋伟作为这 6名典型里
的首选人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
《农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媒体以及
《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省级新
闻媒体宣传报道。③6

樊海风，女，汉
族，65 岁，中共党
员。郑州市新密市
超化镇黄固寺村党
总支书记。

面对黄固寺村
群众居无定所的突
出问题，樊海风带领

村两委启动新农村建设，建成新型农
村花园式住宅楼 630 栋，先后投资
6000余万元建设各种公共设施。

樊 海 风 先 后 获 得 全 国 劳 动 模
范、全国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女能手、
中国好人榜人物、河南省劳动模范、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河南省三八
红旗手和郑州市劳动模范、十大杰
出女性、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等 50 多
项荣誉。③5

文现民，男，汉
族，53 岁，中共党
员。开封市尉氏县
门楼任乡文家村党
支部书记。

文现民任村党支
部书记以来，做大做强
该村畜牧养殖业，先后

投资430多万元建成规模化肉牛养殖小区两
个，年纯利润达100多万元，形成了“家家有
项目、人人有活干”的良好局面。2008年投
资100万元建成麦芽厂，2009年相继建立了
啤酒麦芽厂、华泰轮毂加工厂，2013年和
2014年先后争取资金220万元扩大肉牛养
殖规模。文现民先后获得河南省劳动模范、
开封优秀党支部书记等荣誉。文家村先后
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河南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③5

张会群，男，汉
族，49 岁，中共党
员。洛阳市伊滨经
开区庞村镇西庞村
党总支书记。

张会群担任村
党总支书记以来，带
领村民苦干实干，西

庞村现拥有钢制办公家具企业及配套
企业 150 余家，实现生产总值 30 亿
元，上缴国家税金 3800万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2.6万余元，综合经济实力位
居洛阳市各行政村之首。他用五年时
间把西庞村建成了“中原第一孝村”

“中国名村”。西庞村先后获得河南省
五好党支部、洛阳市尊师重教先进村
等荣誉称号，张会群本人也获得河南
省十大孝贤、洛阳市五一劳动模范等
荣誉。③5

马豹子，男，汉
族，45 岁，中共党
员。平顶山市宝丰
县赵庄镇大黄村党
支部书记。

马豹子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以来，牢
记党的使命，勇于担

当。逢年过节为60岁以上老人、教师、
贫困户发放物品，累计花费70万元。投
资300余万元建学校，改善教学条件；投
资180多万元硬化村内外道路；投资175
万元建成平顶山市第一个老年互助家
园；投资2000余万元建成新农村社区
住房150套；硬化文化广场1.14万平方
米；投资60万元建起村戏楼。

马豹子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河南省优秀农业拔尖人才等荣誉称
号，并当选为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③5

董海涛，男，汉
族，45 岁,中共党
员。安阳市林州市
五龙镇城峪村第一
书记。

2013 年，从军
23载的董海涛转业
到安阳市直机关工

委工作。他主动请缨，于2015年9月被
派驻到林州市五龙镇城峪村担任第一书
记。他多方沟通协调，为该村小学更换
了100套桌椅，结束了学生从家里带凳
子的历史。该村基础设施落后，他与村
两委班子研究制订建设方案，并争取了
水网改造、农忙路建设等项目。2016年

“7·19”抗洪救灾期间，董海涛冒着大雨
逐户查看灾情，在险段值守。去年，董海
涛获得安阳市五一劳动奖章、林州市防
汛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③5

李树祝，男，汉
族，47 岁，中共党
员。鹤壁市淇县西
岗镇秦街村党支部
书记。

2014 年 ，李 树
祝积极响应县委实
施的“头雁回归创业

计划”回到秦街村。在李树祝的带领
下，该村通过党建“走心”，不忘“初
心”，计划用3至 5年将秦街村打造成
集美食、采摘、民俗于一体的生态旅游
村。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该村已
发生了显著变化，走上致富奔小康的
路子。现在的秦街村已成为全县有名
的党建示范村。2016年 6月，秦街村
党支部被省委授予“全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荣誉称号，李树祝连续两届荣获
淇县农村带头人金雁奖。③5

陈来胜，男，汉
族，61岁，中共党员。
新乡市新乡县翟坡镇
东大阳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9年来，他凭着
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深
厚感情，砥砺奋进，扎

实工作，抓住实施兴建新型农村社区的
机遇，通过5年努力，建成了首批120户
居民单体住宅楼、第二批6栋11层小高
层的朝阳社区，东大阳成了市、县、乡知
名的文明村、富裕村、明星村。东大阳村
获得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民
主法制村、河南省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省
级卫生居民小区、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档案工作示范村等荣誉。他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学用标兵、新乡市五一劳动模
范、新乡市优秀共产党员。③5

花明奇，男，汉
族，52 岁，中共党
员。焦作市孟州市
河雍街道办事处东
田丈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在他的带领下，村
里成立了焦作市孟香

果蔬专业合作社，并注册了商标，通过发展
大棚特色种植，带动农民增收。他带领乡
亲们改善产品结构，种植大棚桃，东田丈村
不仅成为果实累累的水果之乡，更成为风
景如画的美丽乡村。同时，他不忘村风教
化、移风易俗，办起了重阳孝心包子宴，并
对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家庭进行表彰。在
他的组织下，村里办起党员培训班。2012
年，他获得省委宣传部等八部门联合授予的

“河南三农新闻人物”奉献奖，今年又被
焦作市委评为“十佳优秀共产党员”。③5

常更立，男，汉
族，67岁，中共党员。
濮阳市南乐县城关镇
西街关村党支部书记。

常更立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以来，充
分发挥引领作用，带
领西街关村立足区位

优势，兴建两个蔬菜市场、创办通达建筑
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十几家企业，把一个
原来集体账目仅有63元钱的贫困村，变
成了现在集体年收入500万元、村民年
人均收入1.2万元的小康村，西街关村被
全国老龄委评为全国敬老模范村、连续
两次被省委组织部评为河南省“五个
好”党支部、多次被濮阳市委评为先进
基层党组织。常更立先后获得省委宣
传部先进个人工作者、省优秀共产党
员、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③5

河南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全力冲刺国家5A级景区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王晓杰 贾玲

“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最初的梦
想，我们所有的执着就是为了那一
刻的绽放；让我们所有的心都燃烧
起来，让全部的能量都无私地释放；
我们竭尽全力的拼搏，就是为了旅
游产业的蒸蒸日上；我们，披肝沥胆
夜以继日誓创 5A，奏响大美内乡辉
煌的乐章！”近日，这首以内乡争创
5A 为主题的诗歌，火爆了南阳旅游
圈，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内乡旅游
人 火 热 的 干 事 激 情 ，百 闻 不 如 一
见， 内乡争创 5A 带来的可喜变化
也让我们感慨万千！正值酷暑时
节，平均气温不超过 25℃的河南内
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内，仅仅
峡谷漂流一个景区就突破了日接待
7000 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
宝天曼的绿色原始森林中避暑纳
凉、呼吸新鲜空气、畅快淋漓漂流的
同时，也都为景区员工一张张真诚

的笑脸和温馨细致的服务点赞。“峡
谷漂流真刺激，打水仗真带劲儿，我
们一家 5 口玩得很过瘾。”刚漂流上
岸来自湖北十堰的王先生兴奋地
说，游客虽然不少，但景区管理很到
位，工作人员服务也很周到，这要创
5A级的景区就是不一样！

健全设施
给游客更“赞”的服务体验

“创建5A级景区是内乡旅游提质
增效的载体，是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
区各项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水平大提
升的过程。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内乡县委书记
李长江在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 5A
级景区创建推进会上掷地有声。为
此，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两年多来
付出了诸多努力，各项旅游配套设施
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内乡高速
路口至宝天曼旅游快速通道“畅、洁、
绿、靓、美”，一辆辆南阳至旅游区的专
线车辆将慕名而来的游客平安顺畅地

送入旅游区内。而走进宝天曼生态文
化旅游区，3个新建的景区游客中心，
配备了手机加油站、导览触摸屏、擦
鞋机、母婴室以及影视播放、医疗救
助等设施，贴心服务贯穿旅游全过
程；经过新建、改建，旅游区总厕位数
达 597个，解决了旅游旺季游客如厕
难问题。新建和扩建的停车场车位
数量充足，实现“智能化”停车场，以
及131块旅游道路指示牌、1600块旅
游区景点标示牌，为更多的自驾游游
客提供了方便；“量身定做”的智慧景
区，开发了景区自有的 APP客户端、
微信平台等，实现了无线覆盖、车辆
GPS定位装置、1500个视频监控摄像
头、语音讲解等，开通了电子商务，实
现了网上预订、网上支付等智慧旅游
服务项目，游客一键在手，就可以享
受到科技带来的旅游魅力；“1+3”内
乡旅游消费维权服务室的成立，旅
游、工商、公安、法庭执法人员常驻景
区服务……这些变化无疑给游客带来
了更好的旅游体验。

精雕细琢
文旅融合的全域美景

“没想到，在一个小小的县城，能
享受到如此舒心的旅游体验。”清明
小长假，从北京来的背包客王美丽赞
不绝口。投资 1.4亿元建成的内乡县
衙游客中心，去年年底正式投用。放
眼望去，各种标识牌规范、显眼，售票
处、ATM 自助银行、医务室、第三卫
生间、影视厅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5A景区验收是否能够通过，关键就
是人性化设计和细节是否做到极
致。”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管
委会主任王晓杰介绍，为增强游客的
旅游体验，宝天曼文化旅游区规范设
置导向、公共服务、安全提示等各类标
示牌 800余块；实施“厕所革命”提质
工程，按标准高规格建设“第三卫生
间”；宝天曼景区打造原始森林生态线
10公里的旅游步道；内乡县衙智能地
下停车场采用全新的“智能全视频停
车系统”；内乡县旅游局局长李振豪

说，为打响 5A 级景区创建的“组合
拳”，内乡县政府投资1.09亿元建设旅
游景观大道公路提升工程，道路两旁
统一打造成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马头
墙设计独特而又文化味十足。要不了
多久，“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的美丽旅
游长廊将呼之欲出。

升级品质
在景区找到“家”的感觉

到过内乡旅游的游客，对内乡县
衙的讲解员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
年内乡县衙全体讲解员参加了‘2016
雪枫杯’南阳市讲解员大赛，县衙的
参赛讲解员全部进入决赛，我也荣获
大赛一等奖，被评选为南阳市‘最美
讲解员’和‘十佳文明导游’。”一谈到
自己和讲解员队伍，内乡县衙一级讲
解员牧姗姗就非常自信。这些成绩
的取得，得益于内乡县衙景区长期对
讲解队伍的管理和培训。据了解，内
乡县衙景区除了对讲解员进行普通
话、礼仪、中轴线知识等日常培训外，

景区每年都会对全体讲解员进行一次
评级，讲解员的等级水平直接与工资
待遇挂钩，以此激励讲解员自我加压，
自发学习，更好地向外地游客推介家
乡美景。

内乡县衙景区的志愿服务队伍也
是景区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已成为
内乡志愿精神和城市文明的一张名
片。自 2005年组建县衙志愿者服务
队以来，招募发展 158名注册志愿者
自愿在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活
动，赢得了游客的广泛赞誉。今年 6
月，在国家旅游局公布“四个一批”旅
游志愿服务先锋名单中，内乡县衙志
愿者服务队荣获中国旅游志愿服务

“先锋组织”。“5A景区创建工作，基础
在硬件，关键在软件。软件就是管理
和服务，要用人性化的设施、精细化的
管理和标准化的服务提高游客的满意
度。”内乡县县长杨曙光信心十足地
说，经过3年全力创建，相信宝天曼生
态文化旅游区在创建 5A级景区路上
将迎来“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