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网报道，尽管多款 APP 推出了账号注销功能，但记者测
试发现，用户要达到注销条件十分困难。更令人不解的是，有的
APP 注册时只需要手机号，注销时却需要用户提供身份证照片等实
名信息。9 图/顾培利

何来“妈妈争夺战”

谨防花式标题玩坏文学经典

让农民工融入创新创业大潮
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的兴起，带来新的就业

机会，也决定培训内容的

更新换代。

专注力是对抗岁月的力量
□邓为民

日前，在“2018 智汇养老北

京高峰研讨会”上，全国老龄办

副主任吴玉韶介绍了心理学家

最近提出的观点——专注力是

对抗岁月的力量，此时年龄只是

一个数字而已。“百岁老人都不

是刻意养生养出来的，要进行积

极老龄观的教育，躯体可以老，

精神不可以老”。（见 4月 23日
《北京晨报》）

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最早由世

界卫生组织作为工作目标提出。

这一理念认为，老年人有巨大潜

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不但能

改善自身条件，还能推动社会条

件的改善。随着老年人口所占比

例越来越高，老龄化社会加速到

来，全社会对养老问题也越发重

视。对此，有关专家指出，我们不

能把老年人错误地看作“没有价

值的负担”。全社会应当以积极

老龄化的理念，加快发展老龄事

业和产业，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多元化需求。这个观点明确告

诉我们，大量的老年人口不是“负

担”，而是有待开采的“富矿”，关

键是全社会都要来倡导积极的老

龄观。

对老人来说，退休并不是表

明自己没用了，恰恰是焕发人生

第二春的大好时机。首先，老人

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学习一些以

前没机会 学 习 的 新 知 识 、新 技

能。在身体条件和经济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多去做一些自己感

兴 趣 的 事 情 ，真 正 做 到 老 有 所

学、老有所乐。其次，一些闲不

住的低龄老人完全可以再就业，

把 自 己 的 特 长 继 续 奉 献 社 会 。

国外的空嫂、服务员等岗位中，

有许多都是老年人，他们的耐心

和细心，以及经验都是年轻人所

欠缺的。当然，有一技之长的老

年人愿意服务社区，或是支援乡

村建设等，那更是老有所为的至

高境界了。

对社会来说，老龄事业和产

业更是朝阳产业。为老年人提供

更多、更好的服务与产品，既是敬

老爱老的孝心体现，也是大有“钱

景”的一件事情。养老产业链条

长、涉及领域广，是横跨第一、二、

三产业的综合产业体系。有专家

预测，未来 5 年，我国养老产业市

场将突破万亿元规模。

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自我的身

心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

就是说参与得越好，健康水平越

高。倡导积极老龄观，对提高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大有裨益。

全社会都应该为老年朋友的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以及老有所为创

造适宜的社会条件，编织更细密

的政策保障网。9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据 本 报 4 月 24 日 报 道 ，2017

年我省培训农民工 210 多万人，提

供就业创业服务 120 多万人次，至

去年年底，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

就业 2939 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迈入新时代，经济结构在转

型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从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缺乏技能的农民工就业遇到

困难,而与此同时，一些需要专业

技能的岗位却出现用工荒。要解

决这一问题，只有加大培训农民

工力度，让就业压力变成人才动

力，把农民工变成拥有专业技能

的人才，让他们有能力融入创新

创业的时代大潮。

近年来，我省实施“全民技能

振兴工程”，人社、农业、扶贫、民

政、住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

门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培训。

培训效果明显，不仅夺得累计转移

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全国第一的

成绩，而且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全省 135.8 万名贫困劳动力实

现转移就业 101.1 万人，其中 43.4

万人通过就业实现脱贫；去年一

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返乡创业培

训和创业辅导 16.28 万人，农民工

返乡创业新增 24.74 万人，带动就

业255.25万人。

取得这样的成绩，政策扶持

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省出台《关

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意

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

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从技

术、金融、税费、财政等多个方面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各

级政府落实有力，保证农民工培

训健康运行。各地的培训模式不

断创新，出现了“定点+分散”“长

期+短期”“线上+线下”等多种培

训模式。培训针对性增强，依托

当 地 特 色 产 业 主 导 ，开 展“ 订 单

式”“定向式”培训，大大提高培训

的有效性。

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没

有任何一项政策、一个模式可以

解决所有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还

要靠发展来解决。新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的兴起，带来新的就业

机会，也决定培训内容的更新换

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相较于

过去有了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我

们更多地关注农民工在城里的工

作生活问题、个人价值实现等问

题。这一切都要求培训既要做好

思想工作，不断拓宽农民工视野，

提升其就业观念，还要更加注重专

业技能培训及认证，让新生代农民

工有自我进步的阶梯，更要针对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更新培训内

容，做好与企业的对接，保证培训

的实效。多措并举，让农民工融入

创新创业大潮，实现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9

5 岁女孩悠悠不那么爱笑了。一丁点小事也会让她

发火、尖叫或是歇斯底里地大哭，连安慰的话都像是旺火

上的油滴。生了二宝刚出月子没多久的悠悠妈，不得不

带着悠悠四处求医。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检查后，悠悠被

确诊患有轻度“同胞竞争障碍”。青少年心理专家指出，

类似问题在二胎时代越来越多。（见4月23日《中国教育
报》）

“同胞竞争障碍”，是为了争夺父母之爱而生出的病

症。说好听点儿叫“妈妈争夺战”，实际上还是因为家长

“一碗水没端平”——结果呢，大人生病、孩子吃药。

眼下中国不少家庭迅速进入了“二孩时代”。作为

二胎家庭来说，奶粉等硬件准备好了，教育等软件恐怕

还未有充分准备。在这个复杂多元的时代，教养二孩

的能力储备也许比物质保障层面的硬件支撑更要紧、

更容易被忽略。多个孩子，当然不是添双筷子那么简

单。要平衡两个孩子之间的情感投入，足够让年轻父

母操碎心的了。

若要止歇“妈妈争夺战”，须摒弃带有偏见式的“长幼

有别”。少些冰冷的“要让着弟弟（妹妹）”等价值灌输，懂

得欣赏孩子之间的性格差异、学会公平民主地对待孩

子——这才是二孩家庭的基本伦理观，亦是二胎时代的

家庭教育底线。9 （邓海建）

《时光阡陌，你一直未曾走远》《笙歌唱尽，阑珊处孤

独向晚》《烟花易冷，那些我们不曾懂得的爱情》……这些

标题乍一看很像网络上经常读到的“晋江体”言情小说，

但是如果告诉你这分别是文学大师朱自清、徐志摩等人

的作品集，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见4月 23日
《北京青年报》）

将文学经典冠上“晋江体”“鸡汤式”的花式标题，不

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是让人觉得荒诞不经。经典之

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它是大师之作，更因为它凝聚了

作者独特的人格与智慧魅力，具有极高的文化、美学和思

想价值。一个崇尚文化的民族，往往对本民族的文学经

典爱护有加、推崇至极。我们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就是要汲取经典文学作品的思想精华，并将其转化为

一种现实动力。

靠给经典作品冠上花式标题，也许能够吸人眼球，短

时提高销量。然而，这种做法给经典蒙上了一层厚厚的

浮尘，涂上了功利色彩和浮华气息。花式标题的外衣，恐

怕只会助长对经典的亵玩之风，此风一长，经典作品就会

伤痕累累，其凝聚的思想之光也会黯然失色。

图书出版商应端正心态，充分认识到推崇经典不是

简单的图书推销。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找到市场经济

与经典阅读的契合点，才能找到符合时代特征的经典阅

读推崇办法，才能用自身的善作善成引领青少年迈向经

典文学的神圣殿堂。1 （范军）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丁新科 邮箱 zysp116@163.com 评论│05

为规范和加强经营性公墓管理，提升殡葬管理服务水平，在市、县两级民政部门对经营性公墓进行检查和抽检的基础上，省民政厅于
2017年年底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组成专门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调阅档案等多种方式，对全省经营性公墓进行了抽检。从检查情
况看，全省大部分经营性公墓能够较好地执行国家和我省有关公墓管理的法规政策规定，认真贯彻落实节地生态安葬有关要求，日常管理逐
步规范，运营机制步入健康发展轨道。根据各地年检申报材料并结合抽检情况，现将2017年全省经营性公墓年检结果公告如下：

二、整改公墓17个

河南紫荆宫墓园、中牟黄龙岗陵园、杞县龙山公墓、洛阳市北邙塔陵园、宜阳县香鹿山生态陵园、洛宁县香山公墓、洛
阳市北邙九龙公墓、鹤壁市东岭公墓、新乡市龙凤公墓、襄城县灵霄阁陵园、舞阳县公墓、三门峡市唐殿庙公墓、沁阳市龙
凤山陵园、南阳市宛城区羊山公墓、信阳市平桥区黑马石公墓、邓州市龙凤公墓、确山县骨灰公墓。

三、不合格公墓8个

郑州邙山生态陵园、荥阳市北邙陵园、登封市莲花山福祥园、淇县铁西公墓、商丘市思亲公墓、河南中州人文纪念园、
驻马店人文纪念园、周口开发区安详公墓。

河南省民政厅

公墓名称

郑州市民公墓

郑州市万福金像陵园

郑州市云鹤生态艺术陵园

郑州市御泉森林陵园

郑州市民公墓邙山墓园

郑州惠济区净土生态园

河南黄河北邙福寿陵

郑州市邙山陵园

荥阳万宝山生态园林陵园

郑州市青龙岗纪念园

新密市皇帝岭陵园

新密市凤凰山公墓

河南福寿园

新郑市始祖山塔陵园

登封市嵩山公墓

登封市少林连天公墓

巩义市凤凰山公墓

开封市华侨公墓

开封市西林墓园

开封市祥符区仙人庄公墓

仙人庄公墓二期（聚仙园）

开封市西陵豫园公墓

兰考县骨灰公墓

洛阳市北邙骨灰公墓

洛阳市邙山公墓

洛阳市宝山陵园

洛阳市凤凰陵园

洛阳盘龙陵园

洛阳盘龙冢园林生态陵园

洛阳市北邙朝阳陵园

洛阳北邙南山陵园

孟津县北邙仙境苑陵园

洛阳九皇仙府陵园

新安县万安公墓

洛阳仙鹤纪念陵园

洛阳大唐森林陵园

平顶山市香山陵园

平顶山市龙山公墓

平顶山市居安陵园

平顶山市河山陵园

平顶山市河山福地公墓

平顶山市仙居陵园

宝丰县恒爱圣地公墓

叶县仙凫园骨灰公墓

鲁山县老龙湾陵园

鲁山县佛祖山极乐园公墓

郏县龙凤公墓

舞钢市龙泉山纪念园

公墓地址

中原区航海路与南三环交叉口

二七区黄岗寺村西南

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刘砦村

二七区候砦乡三李村

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

惠济区长兴路办事处老鸭陈村

荥阳市高村乡枣树沟村与牛口峪村

荥阳市广武镇桃花峪

荥阳市广武镇

荥阳市乔楼镇七里村东南400米

白寨镇黄帝陵村

新密市米村镇贾砦村

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西段

新郑市千户寨乡青岗庙村

少林路西2.5公里处十里村

登封市区西金钟岭

巩义市城南9公里处

开封市龙亭区西环北路26号

禹王台区南郊乡西柳林村

开尉公路9公里处

原县供销社芦花岗棉花厂

示范区西郊乡八顷五村

兰考县胡集村

老城区邙山镇后洞村

老城区岳村下清宫西

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徐家村

老城区邙山镇310国道

瀍河区瀍河乡盘龙冢村

瀍河区盘龙冢村

孟津县朝阳镇烈士陵园北侧

孟津县麻屯镇霍村

孟津县殡仪馆北山

孟津县周寨村

新安县磁涧镇西虎山

伊川县城关镇小庄村

高新区辛店镇莲池沟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镇边庄村

平顶山新华区焦店镇龙门口村

平顶山市卫东区上张村北

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辉岗村

湛河区北渡镇高庄村河山南坡

湛河区市殡仪馆西侧

宝丰县李庄乡姬家村南山

叶县城西

鲁山县库区乡婆婆村南

鲁山县尧山镇

郏县李口乡

舞钢市杨庄乡母龙寨

经营单位

郑州市公墓管理所

郑州市万福陵园有限公司

郑州市云鹤生态艺术陵园

郑州市御泉森林陵园有限公司

郑州市民公墓邙山墓园

郑州惠济区净土生态园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北邙福寿陵有限公司

郑州市邙山陵园有限公司

荥阳万宝山生态园林陵园有限公司

郑州市青龙岗纪念园有限公司

郑州金龙祥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鸿福陵园有限公司

河南福寿园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龙园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公墓

登封市少林连天公墓有限公司

巩义市凤凰山公墓

开封市华侨公墓管理处

开封市西林墓园有限公司

开封县仙人庄公墓管理处

开封市祥符区仙人置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西陵豫园公墓

兰考县骨灰公墓管理处

洛阳市北邙骨灰公墓

洛阳市邙山公墓

洛阳市宝山陵园有限公司

洛阳市凤凰陵园

洛阳盘龙陵园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市盘瀍河区龙冢园林生态陵园

洛阳市北邙朝阳陵园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北邙南山陵园有限公司

孟津县北邙仙境苑陵园有限公司

洛阳九皇仙府陵园有限公司

新安县洛西万安陵园

洛阳仙鹤纪念陵园有限公司

洛阳大唐森林陵园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聚福园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龙园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聚仙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合和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河山福地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仙居陵园塔陵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大爱伟业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叶县仙凫园骨灰公墓

鲁山县老龙湾陵园有限公司

天瑞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郏县龙凤公墓有限公司

舞钢市龙泉山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王书元

荆秋生

李武华

吴建良

潘雪民

李丽萍

林卫东

曹裕斌

王卫国

平秋月

肖 木

王虎军

白晓江

吕义卿

杜新贤

张泾生

张晓鹏

周 霞

李国文

郭建忠

陈 静

罗恒社

范百连

梁留停

岳银松

程相山

娄建忠

杨清江

李十景

刘少年

周龙标

陈文君

贾达然

宋文周

邬亦波

张 慧

郜金凤

张春玲

崔红涛

左俊丽

高华丽

杨永冰

张耀东

余喜正

刘洪涛

徐二川

朱泰安

韦红亮

联系电话

0371-68667288

13803831633

0371-68905555

13838183354

18736047361

13838301726

15516988711

0371-65509015

13703862904

13703996821

13213144444

13603828933

15981973947

13525580510

15038308000

0371-62851685

13663015201

0378-3660492

13723255444

13273040053

18737877999

0378-2529050

15937807720

15036333644

13903889828

15037990528

13592078755

18937918888

13903796669

13937988808

0379-63151581

0379-64250888

18837922888

13803793766

13633792636

13938855005

13703751696

13683751006

13781886888

15038822222

15938939900

15836993339

13901017919

13503758756

18236653777

0375-5767160

0375-5338388

13937558832

公墓名称

西峡县公墓

镇平县凤凰陵陵园

内乡县龙凤陵园

淅川县桥沟会仙园

社旗县海昊公墓

唐河县泗洲陵园

新野墓园

桐柏县龙泽潭陵园

商丘市梁园区金陵公墓

商丘市开元陵公墓

商丘市宋国公墓

商丘市梁园公墓

民权县碧沙公墓

睢县襄邑公墓

宁陵县陵西公墓

柘城县襄安陵公墓

虞城县静安墓园

夏邑县长安墓园

永城市塔陵园

永城市安逸园公墓

信阳市贤山公墓

信阳市金山陵园

信阳市红山公墓

罗山县福山陵园

光山县望城公墓

新县西山陵园

潢川县黄龙山生态陵园

息县南山陵园

周口市川汇区福寿园公墓

扶沟县凤凰岗公墓

西华县福乐园公墓

周口市永安福陵园

周口市西陵园公墓

商水县南陵公墓

沈丘县万福陵园

淮阳县仙景园陵园

太康县仙鹤园公墓

项城市望陵园

鹿邑县八宝堂公墓

驿城区香山公墓

驿城区桃木山墓园

西平县松鹤园公墓

上蔡县卧龙岗墓园

平舆县龙岗公墓

正阳县圆梦居公墓

汝南县南华公墓

遂平县隐龙岗公墓

新蔡县聚仙园公墓

济源市圣皇陵陵园

公墓地址

五里桥镇走马岗村

镇平县柳泉铺镇南柏树山

内乡县湍东镇下洼村

毛堂乡桥沟村

城郊乡柳营村

唐河县城郊

县城北三里河

桐柏县金亭村

梁园区刘口乡105国道西

睢阳区金桥路南段

睢阳区古宋乡曹吴庄村

示范区北海路东段

民权县东沙河东

睢县凤城大道与西环路北

宁陵县西沙河路

柘城县大许乡凌庄

古王集乡刘小庙村

夏邑县工业路西

永城市宝塔路中段

永城市薛湖镇张营村

浉河区贤山村

浉河区金牛山和孝营村

浉河区五星街道办事处宝石桥

龙山乡沈畈村

槐店乡望城岗村

新集镇巴棚村

县卜塔集镇上游村

息县濮公山管理区尹山村

川汇区殡仪馆南

县城西环城路贾鲁河桥交叉口

县西扶路2.5公里

西华县张柿园村

商水县汤庄乡刘庄村

县殡仪馆南侧

沈丘县原苗圃场27号

徐湾乡周淮大道南

太康县大许寨乡

城郊乡刘寨村

县殡仪馆院内

驿城区香山乡杨楼村

驿城区朱古洞乡钱庄村

西平县107国道214号

上蔡县周上路八里处

县殡仪馆

新阮店乡万马村

汝南县新兴一路中段

遂平县淮漾大道1号

新蔡县黎庙林场

五龙口镇裴村

经营单位

西峡县万杰陵园有限公司

镇平县凤凰陵陵园有限公司

内乡县龙凤陵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淅川县桥沟会仙园公墓

社旗县海昊墓园有限公司

唐河县泗洲陵园

新野墓园

桐柏县龙泽潭陵园有限公司

商丘市梁园区金陵公墓有限公司

商丘市开元陵公墓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市润丰陵园殡仪有限公司

商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梁园公墓

民权县碧沙公墓

睢县睢州人文纪念园有限公司

宁陵县陵西公墓

柘城县襄安陵有限公司

虞城县静安墓园

夏邑县长安墓园

永城市塔陵园管理所

永城市安逸园公墓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贤山公墓

信阳市金山陵园有限公司

信阳市红山公墓

罗山县福山陵园

光山县望城公墓

新县西山陵园

潢川县黄龙山生态陵园有限公司

息县南山陵园

周口市川汇区福寿园有限公墓

扶沟县凤凰岗公墓有限公司

西华县福乐园公墓有限责任公司

周口市永安福陵园

周口市西陵园公墓有限公司

商水县南陵公墓有限公司

沈丘县万福陵园

淮阳县仙景园陵园

太康县仙鹤园公墓有限公司

项城市望陵园公墓有限公司

鹿邑县八宝堂公墓

驻马店市驿城区香山墓园管理处

驻马店市驿城区香山墓园管理处

西平县殡仪馆

上蔡县殡仪服务站

平舆县龙岗公墓

正阳县圆梦居殡仪馆

汝南县南华公墓管理处

遂平县隐龙岗公墓管理处

新蔡县殡仪馆

济源市圣皇陵陵园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贾朝阳

敬忠阳

张 杰

全自刚

徐荣华

王 巍

庞书新

胡守忠

崔玉民

梁 艳

程勉立

阮继友

司忠献

王素梅

王 东

朱 清

郭富海

陈荣方

夏红旗

周兴旺

冯志强

周雍洋

陈彦焰

张 军

汪平亮

彭继纯

毕文俊

陈效忠

郭西虎

吴 研

周改水

梁洪斌

张保成

彭子刚

张桂兰

孔现良

周予红

田维勤

徐汝江

张大涛

张大涛

白永超

韩红超

范永清

贺炎辉

马占军

刘成功

朱树付

郑妙富

联系电话

15893359555

15737760999

15537731555

13525662999

13837740777

13938954646

13837733682

13703455327

13598342988

13837028585

0370-3369889

13503706366

13703422288

18736826275

13937082011

13937096596

13663706666

13781600202

13700701167

13781500404

0376-6264558

13803816972

13937649090

0376-2153177

18903763978

0396-2953596

18637686699

13937630307

13938089882

0394-6208818

13461383999

13838668256

13939446699

13903873898

13526859097

13513838681

15290021666

13703879699

13707621738

13673009008

13673009008

0396-6210197

13783312306

13803967662

13507665888

0396-8024531

15938006078

13507644807

13606678718

2017年全省经营性公墓年检结果公告

一、合格公墓145个

公墓名称

汝州市龙凤山福寿园

安阳市凤凰岭公墓

安阳市殷商皇陵

安阳市韩陵山公墓

安阳县龙豫园公墓

安阳县天寿园

汤阴县飞凤岭公墓

林州市九龙山陵园

滑县民族公墓

鹤壁市憩仙居生态公墓

新乡市福泰公墓

新乡市凤凰山公墓

获嘉县宁颐公墓

河南中原文化艺术陵园

延津县通太公墓

封丘县福仙居公墓

卫辉市凤凰台公墓

卫辉市西山生态园林陵园

辉县市万寿山骨灰公墓

长垣县蒲源公墓

焦作市凤凰山陵园

修武县龙山陵园

武陟县天赐福陵公墓

孟州豫龙公墓

濮阳市华龙区龙乡陵园

濮阳市长青陵园

濮阳华夏龙源公墓

许昌市玉皇岭墓园

禹州市宝塔陵园

漯河市金山公墓

漯河市龙凤公墓

漯河市卧龙公墓

临颖县福寿园公墓

三门峡市金泰艺术陵园

三门峡刘秀山公墓

渑池县云门山公墓

卢氏县花园公墓

义马市龙凤陵园

南阳市龙凤陵园

南阳市卧龙公墓

南阳市龙岗陵塔园

南阳市卧龙区紫山汇仙园公墓

南阳宝座山文化故园

南阳市民族公墓

南阳市独山公墓

南召县伏牛山公墓

南召县北影寺陵园

方城县十里庙公墓

公墓地址

汝州市殡仪馆东侧

龙安区马投涧乡下毛仪涧村

龙安区马投涧乡郭大岷村

安阳县韩陵乡西大佛村

安阳县韩陵乡韩陵山

安阳县洪河屯五龙沟村

城关镇关村

林州市城郊乡青林村

城关镇北苗固村

淇滨区蔡庄村西

卫滨区新乡市人民路西段

凤泉区金灯寺村北

史庄镇闫庄村

原阳县桥北乡马庄村

石婆固乡通郭村西北

县殡仪馆院内

城郊乡唐岗村

唐庄镇西山

常村镇常东村

长垣县城北

修武县西村乡圪料返村

修武县方庄镇蔡坡村西

武陟县詹店镇

西虢镇吉祥路南

华龙区南海路东段

高新区黄河路西段

濮阳县南环路西段北侧

许昌市许禺路西7公里处

城南5公里白沙塔

漯河市郾城区北郊漯西公路西

漯河市开发区解放路南段

漯河市开发区解放路南段东

县殡仪馆园内

湖滨区会兴镇沿黄公路北侧

陕州区温塘村刘秀山

仰韶镇后涧村

城关镇县城北坡

义马市新区办事处梁沟村

宛城区白河镇下洼村

卧龙区龙岗办事处潘庄村

卧龙区十二里河

卧龙区蒲山镇赵官庄村

卧龙区谢庄乡

卧龙区城西十八里岗

卧龙区独山东南侧

南召县城郊乡

云阳镇南召店村

方城县二郎庙乡

经营单位

汝州市龙凤山福寿园

安阳市凤凰岭古园管理处

安阳市殷商皇陵服务有限公司

安阳市韩陵山公墓管理处

安阳县龙豫园公墓

安阳县五龙民生服务有限公司

汤阴县飞凤岭公墓有限公司

林州市九龙山陵园公墓有限公司

滑县永通陵园有限公司

鹤壁市憩仙居殡葬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新乡市福泰公墓管理所

新乡市凤凰山骨灰公墓管理所

获嘉县宁颐公墓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文化艺术陵园有限公司

延津县通太公墓

封丘县福仙居公墓

卫辉市凤凰台公墓

卫辉市西山生态园林陵园有限公司

辉县市万寿山骨灰公墓有限公司

长垣县蒲源公墓管理处

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

修武县龙山陵园有限公司

武陟县天赐福陵公墓有限公司

孟州豫龙陵园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龙乡陵园有限公司

濮阳市长青陵园有限公司

华夏生命文化（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玉皇岭墓园

禹州市宝塔陵园有限公司

漯河市金山公墓

漯河市龙凤公墓

漯河市源汇区卧龙公墓

临颖县福寿园公墓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金泰艺术陵园有限公司

三门峡刘秀山公墓有限公司

渑池县云门山公墓

卢氏县花园公墓有限公司

义马市龙凤陵园

南阳市龙凤陵园

南阳市卧龙墓园

南阳市龙岗陵塔园管理处

南阳市卧龙区紫山汇仙园公墓

南阳宝座山文化故园有限公司

南阳市民族公墓

南阳市独山公墓管理处

南召县伏牛山公墓

南召县北影寺陵园

方城县殡葬管理所

法人代表

孙孟现

张志杰

李冬艳

郝春雷

范培云

邬亦波

吴志超

杨 华

张永利

李 哲

徐 文

王文祥

张丽萍

王警宵

陈中玉

刘智辉

盖祥文

郭 敏

陈印忠

刘凤兰

成全营

吴艳霞

马国利

陈红云

崔晓莉

吕登森

侯光涛

王 宏

陈 变

赵 奇

赵 奇

靳长安

杨毛德

吴红宇

刘文争

李华兴

李春苹

穆士强

李书良

梁光杰

魏锦贤

张海全

黄雪松

杜 峰

刘世纪

任建华

李 雷

石国山

联系电话

13939957581

13598122859

13937270666

0372-52299106

13513838681

0372-5563444

18637259826

03726887678

13903719523

15883766666

03732682301

13903731982

13949645688

18956666666

13938757118

13937317831

13569400169

15837388797

18738561360

13017602828

13839117883

15893002888

15978722299

13585741777

18639327588

13839355555

15639397509

13803745551

13608481116

13781728595

0395-3933808

0395-2155502

13839530896

0398-2182172

13703818181

13903982882

0398-7872335

13938119263

15936169285

0377-63528216

15838769539

15837788888

15839926188

0377-63558848

13838967158

15539958888

13838718818

0377-67261330

●● ●● ●●

众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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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观察

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