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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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
程度，按照省文明委工作安排，从2020年5
月起，省文明办组织开展了“乡村光荣榜”系
列人物选树活动。在各地层层选树推荐的
基础上，经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提出了
2020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榜”系列人物候
选名单120个。按照选树办法和程序，现将

候选名单予以公示，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
受广大群众监督。

公示时间：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
4日。

监督电话：0371-65903407（传真），
65905802。

电子邮箱：henannc@126.com
河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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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榜”
系列人物候选名单的公示

2020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榜”
系列人物候选名单

一、好媳妇
姚爱梅 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杨

庄村村民
王美霞 杞县板木乡大李庄村村民
张翠粉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武镇

东合角村村民
于凤英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黑塔

村村民
王双利 登封市石道乡许韩村村民
党燕霞 沁阳市王召乡南住村村民
李凤霞 濮阳县柳屯镇渡母寺村村民
谷彦菊 濮阳市工业园区昌湖街道

李信村村民
胡银平 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白庄

村村民
陈冠华 临颍县陈庄乡管庄村村民
李 丹 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

段家门村村民
李云会 邓州市裴营乡汤集村村民
胡月芝 民权县程庄镇新赵庄村村民
李艳苹 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乡夏

乔村村民
王 较 商水县化河乡高楼村村民
韩延芳 汝州市焦村镇槐树村村民
沙蝴蝶 宝丰县张八桥镇张八桥村

村民
许慧贤 上蔡县东岸乡牌坊刘村

村民
丁艳霞 济源市下冶镇楼沟村村民
王 兰 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岗黄

村村民
二、好丈夫
党兵来 商水县巴村镇董村村民
王昌恒 周口市淮阳区刘振屯乡泥

河村村民
马国均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

老庄村村民
李红德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杨

家沟村村民
韦富珍 洛宁县下峪镇下峪村村民
杨干召 临颍县繁城镇关庙村村民
闫平安 淇县黄洞乡小柏峪村村民
王孟修 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西孟

轲村村民
刘树怀 滑县八里营镇刘苑村村民
杨文占 南阳市宛城区金华镇尹洼

村村民
李顺江 清丰县固城镇南街村村民
晁广林 浚县善堂镇北柴村村民
晁青海 舞钢市尹集镇朱洼村村民
谢根锋 叶县洪庄杨镇炼石店村村民
李望明 息县岗李店乡方老庄村村民
李金山 新蔡县黄楼镇前李庄村村民
牛 江 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村民
巩天正 临颍县繁城镇西街村村民
吴书成 巩义市小关镇段河村村民
徐志现 潢川县魏岗乡余店村村民
张大毛 上蔡县黄埠镇南王楼村

村民
常云来 南召县皇后乡康庄村村民
周万有 栾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村民
任天军 尉氏县大马乡任泽村村民
侯士法 济源市王屋镇清虚村村民
三、好妯娌
李秋连 襄城县十里铺镇坡张村村民
汤沿梅 睢县尚屯镇埠口村村民
马桂香 方城县袁店回族乡袁店村

村民
吕娜、王彦平 长葛市石象镇杜庄村

村民
高海玲 武陟县圪垱店乡邢庄村村民
李西玲 固始县泉河铺镇张岗村村民
王国慧 商城县双椿铺镇陈寨村村民
王献霞 内黄县豆公镇南荆张村村民
郭园园 宁陵县石桥镇石桥集村村民
孙改娥、李涛 叶县洪庄杨镇王庄

村村民
四、好儿女
李素丽 通许县大岗李乡大岗游村

村民
辛二妮 鲁山县团城乡牛王庙村村民
宋红军 西峡县二郎坪镇蒿坪村村民
熊敦法 光山县殷棚乡青龙村村民
柏风河 漯河市召陵区老窝镇柏庄

村村民
刘建设 武陟县三阳乡西尚村村民
纪胜军 宜阳县莲庄镇草场村村民
韩 丽 孟津县横水镇铁楼村村民
张 月 安阳县白璧镇南街村村民
王磊杰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魏武街道后街村村民
柴贵书 浚县善堂镇北柴村村民
丁亚利 濮阳县习城乡丁寨村村民
王运志 商水县新城街道陈庄村

村民
彭保强 太康县常营镇常北村村民

王济忠 济源市克井镇克井村村民
李喜梅 汝南县南余店乡潘庄村

村民
五、好公婆
张桂芳 正阳县慎水乡大邹寨村村民
孙秀勤 内黄县二安镇亓营村村民
李 青 沁阳市王召乡尚香村村民
孙爱香 浚县浚州街道甘草庄村村民
高秀花 济源市克井镇新庄村村民
六、好邻居
盛卫川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姬石镇小潭村村民
路传福 宁陵县华堡镇路小楼村村民
陈松灿 新密市大隗镇张庄村村民
杨 荣 周口市淮阳区鲁台镇季桥

村村民
张 银 卫辉市唐庄镇大司马村村民
尚月梅 洛宁县涧口乡草庄村村民
孟新德 尉氏县蔡庄镇北孟村村民
张守勇 民权县王桥镇黄辛庄村村民
七、好乡贤
张庆连 获嘉县太山镇北小庄村人

（获嘉县林业局退休干部）
郑玉海 漯河市召陵区邓襄镇沱南

村卫生所医生
张春旺 巩义市米河镇小里河村人

（河南鑫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江福 林州市茶店镇辛店村人

（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乔友民 博爱县月山镇后乔村人

（河南亿水源净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张军旗 通许县玉皇庙镇韩朱岗村
人（河南省大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志军 郸城县巴集乡屯民村人
（河南通冠集团董事长）

王俊仁 封丘县王村乡瓦窑村人
（封丘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

黄如连 南阳市卧龙区龙王沟风景
区刘老庄村村民

武玉江 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
姜寨村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政协退休
干部）

王梦省 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人
（温县人大退休干部）

安奎生 濮阳县胡状镇安寨村村民
盛保安 襄城县颍阳镇后郑庄村

村民
八、好党员
李好良 原阳县齐街镇瓜李村村民
任佳林 南乐县城关镇南街村村民
辛长松 平舆县万金店镇党委书记
赵 虎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苏家作乡苏家作村村民
朱存刚 民权县褚庙乡孙坡村村民
孙吉富 鹤壁市淇滨区金山街道弓

家庄村村民
甘同宽 商城县鄢岗镇刘双楼村村民
苗天才 济源市思礼镇水洪池村村民
黄国顺 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孙庄

村村民
九、好支书
马其祥 孟津县常袋镇马岭村党支

部书记
李海潮 通许县朱砂镇演武岗村党

支部书记
杨淑英 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

范区王堂村党支部书记
闫东锋 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党支

部书记
郭自安 临颍县杜曲镇龙堂村党支

部书记
习海英 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党支

部书记
窦广彦 永城市薛湖镇张大庄村党

支部书记
王政仁 辉县市孟庄镇南陈马村党

支部书记
王七峰 周口市川汇区城南街道刘

方平村党支部书记
付业军 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何

塆村党支部书记
詹光华 武陟县圪垱店乡西王庄村

党支部书记
张世中 遂平县石寨铺镇石寨铺村

党支部书记
徐祖东 潢川县双柳树镇天桥村党

支部书记
张建玲 滑县留固镇温庄村党支部

书记

本报讯 10月 29日，由河南
（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组
委会、河南日报社、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河南省中药材协会联合
主办的“2020 河南省中药材产
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十强县、
领军人物、十大基地颁奖活动”
在郑州举行。

河南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
祥地，有着深厚的中药材文化底
蕴和历史渊源。河南也是全国
道地中药材生产大省，省委、省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
发展，省内中药材产业发展一路
向好，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论
坛上，来自国内的众多著名专家
围绕“中药农业的现状和趋势”

“河南道地药材种植关键技术”
“道地药材规范化基地建设”等

业内课题进行了探讨。
论坛为 2020 年“河南省中

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河南省
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领军人
物”“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
大领军人物”“河南省中药材产
业发展十强县示范基地”“河南
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规范化
种植基地”“河南省中药材产业
发展科技创新人物”“河南省中
小学中医药研学示范基地”等奖
项颁奖。

与会代表表示，本次论坛和
评选活动，鼓励了为我省中药材
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也为业内交流搭建了高端平
台，共谋中药材产业发展大计，共
助中医药强省建设，是我省中药
材行业的盛事。③4（本报记者）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林晓冰

时光荏苒，新中国人民防空已
走过 70年峥嵘岁月。70年来河南
人防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一路前
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
人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恪守“人
民防空为人民”的初心，聚焦“战时
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
任务，全面推进我省人防事业发展，
奋力开创人民防空事业新局面。

坚持党对人民防空的
绝对领导

近年来，省人防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推动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
深走心走实。

强化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
学习引领，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执行党支部

“三会一课”制度，通过多形式、分层
次、全覆盖、高质量的党建学习课程，
让人防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

结合全国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
项治理、省委巡视工作的开展，省人
防办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通
过深入学习全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深化以案促改工作会议
精神，扎实开展“两促两改”活动，不
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
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知之愈深、信之愈笃、行之愈
实。省人防办坚持攀高线、循标线、
守底线工作标准，强化政治引领、思
想“浸润”，筑牢了信仰之基，引导党
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为我省人防
事业高质量发展锻造了强大引擎。

坚持战备要求铸就“护
民之盾”

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和科技的
迅猛发展，打造“战时防空、平时服
务、应急支援”的“护民之盾”成为新
时代人民防空建设的新要求。近年
来，全省人防系统突出“战建训管”
四位一体主业主责，聚焦“战时防
空”抓备战，练精兵、铸强盾、护民
安，向着人防成体系成规模成能力
建设奋力迈进。

不断提升核心能力建设。省人

防办以落实人防建设和国防动员
“十三五”规划任务为抓手，努力构
建适应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综合防
护、支撑保障、重大项目、法规标准、
长效机制“五个体系”，统筹推进人
防工程建设“双量齐增”、人防训练
演练、科技铸盾强防等“九个专项”
重点工作。

不断提升组织救援能力。传统
专业力量日益精专，新型专业力量长
足发展，群众性防空组织进入规范化、
科学化、专业化建设“快车道”。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紧要关头，统筹调度全
省人防152支 5000余人次志愿者队
伍下沉一线社区进入“临战状态”。

不断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坚
持实战化训练演练，大力推进军地
一体联合训练，广泛实践党政军警
民一体化训练、多个城市异地同步
训练、跨区域支援保障训练，积极推
进人防联合训练的深化和发展。

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宣教活
动。省人防办精心打造一网一微一
刊一报一课融媒体宣教平台，建成
人防宣教场馆15处，60余台（套）人
防宣教“E线通”“微宣室”设备进入
机关、院校、社区，不断提高广大居
民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

近年来，省人防办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主动融入城市建设、服务和
改善民生。

——助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筹划建设省直机关人防疏散基地、
首脑机关指挥设施和地下互连互通
工程等重大项目，积极为加强城市
地下空间互连互通、多层立体开发
利用建言献策。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省人防系统压减审批申报材料
32%、压缩办结时长61%。

—— 助 力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
2019年，省人防办成立工作专班，走
遍全系统帮扶的12个贫困村和亟待
巩固村，协调解决“最难啃的硬骨
头”问题，其中卢氏县双龙湾镇东虎
岭村贫困发生率由 51.6%下降到
2019年年底的0.2%。

省人防办主任贾宏伟表示，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人防将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不断深化创新驱动，促进新
时代人民防空转型升级，为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
人防力量。③5

奋力开创人民防空事业新局面
——我省人防建设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栾姗

一头是素有“波罗的海
女儿”之称的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连着发达的北欧经济圈；一头是
素有“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之誉的正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国郑州，连着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全面提升

枢纽经济能级和开放通道优势，加快推进豫芬“双
枢纽”建设步伐。10月29日，河南省政府、芬兰驻华

大使馆联合主办的豫芬交流合作对接会在郑州召开，
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率领芬兰驻北京商会、上海诺基亚

贝尔公司以及奥林、欧芬汇川、乐普森、通力电梯、AFRY
等25家企业负责人“组团”来豫，洽谈合作事宜。

这已经是肃海岚第三次来河南，他说：“每次来访，感情
都加深一分。”

近年来，河南与芬兰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合作基础日
趋坚实。

2019年 9月，豫芬合作因“数”结缘。肃海岚率团来河
南参加“2019数字经济峰会”和“豫见芬兰”创新主题日活
动，在数字经济、能源、生物经济等领域达成重要合作共识。

2020年 7月，豫芬合作“隔屏”相见。河南省—芬兰加
强合作对接交流视频会议举行，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意向。

2020年 10月，豫芬合作“空中”搭桥。郑州—赫尔辛
基洲际客运航线开通。截至目前，该航线共执飞 3班往返
航班，近千名旅客往返于豫芬之间。

丝路贯古今，中原通天下。近年来，河南正在由对外开放
的跟随者变成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探索者，由全球化的旁观
者变成国际分工体系的参与者，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会区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说：

“河南正建设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新流通’枢纽，努力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

现代流通体系奠基于“枢纽”，彰显于“产业”，服务于
“城市”。

建设“枢纽”。郑州至赫尔辛基直飞航线，打“飞的”去芬
兰只需9小时；即将开通的中欧班列（郑州）北欧线路，穿过欧
亚大陆桥十余天可直达赫尔辛基；河南“买卖全球”商品在郑
州—芬兰国际物流中心分拨……“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有
望在赫尔辛基集结。

培育“产业”。芬兰以技术立国，多次被评为世界最具创
新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诺基亚、通力电梯，《愤怒的小鸟》和
《部落冲突》等诞生于芬兰的全球知名科技品牌，愿意积极与
河南企业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智慧城市、信息通信领域积
极洽谈合作。

塑造“城市”。赫尔辛基是芬兰最大的港口城市，郑州是中
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双方不断深化合作，提升各自在
北欧和东亚经济圈的影响力，是大势所趋，也正当其时。

豫芬“双枢纽”，是“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交会的“枢
纽”，也是郑州与赫尔辛基展开全方位合作的“枢纽”。 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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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吉祥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更名为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9月 21日，财信吉祥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亮相中国
保险市场。该公司的成立填补了湖
南本土保险法人机构的空白，同时
也标志着湖南建立起全面覆盖银
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多种业
态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

据悉，作为湖南国有资本控股
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近年来，该公司
转型发展成效显著，并在 2019年实
现扭亏为盈。截至目前，该公司注
册资本为34.63亿元，在湖南、湖北、
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开设 109家分

支机构。
该公司董事长周江军表示，在

保险行业加快回归本源、寿险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公司更名系战略布局的需要，旨在
通过品牌升级，优化服务，为业务赋
能，进而开启“专而优”发展新篇章。

笔者了解到，该公司始终坚持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以客户为中心，
持续提升客户体验。在中国银保监
会公布的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
中，连续四年获评 BBB 级及以上，
其中两年获得A级以上评价。截至
9月末，该公司 2020年理赔案件平
均处理时效 0.66 天，全部理赔案件
获赔率99.01%。 (杨牧野)

湖南首家本土保险法人机构更名

□本报记者 栾姗

“半个月前，我刚刚到访河南；半个月后，我再次到访河
南。”10月29日，豫芬交流合作对接会上，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一个月内我两次到访河南，只为一件事
情，加快推进豫芬“双枢纽”建设。

近年来，河南与芬兰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肃海岚率团参
加了“2019数字经济峰会”和“豫见芬兰”创新主题日活动、“河
南省—芬兰加强合作对接交流视频会议”等一系列活动。特别
是半个月前，郑州—赫尔辛基洲际客运航线开通，成为豫芬合
作一个重要里程碑。“我期待豫芬合作有更深层次的内涵，也就
是豫芬‘双枢纽’建设。”肃海岚说。

在肃海岚“组团”来豫的名单里，除了诺基亚、奥林、通力等
世界级创新科技公司外，还有芬兰机场集团、芬兰航空公司、芬
兰普罗斯塔物流有限公司、芬兰OVL公司等服务领域企业。“豫
芬‘双枢纽’建设专题对接会上，这些芬兰企业将和河南机场、
河南航投、郑州陆港、河南保税等服务领域企业进行推介和
洽谈。”肃海岚说。

肃海岚说，郑州是连接东亚经济圈的枢纽城市，赫
尔辛基是北欧经济圈的枢纽中心。郑州—赫尔辛基
洲际客运航线是中国民航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新开的首条洲际定期航班，即将开通的中欧
班列（郑州）北欧线路也将直达赫尔辛基。
这意味着将给河南与芬兰的经贸企业交
流搭建一条“快速通道”。

“关于豫芬‘双枢纽’这个话题，
芬兰与河南一拍即合，都希望
尽快转为现实。” 肃海岚
说，今年是中芬建交 70
周年，期待豫芬合
作 更 上 一 层
楼。③4

“一个月内我两次到访河南”
——访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

人物访谈

豫芬交流合作对接会现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