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四个100”先进典型推荐名单

一、推荐“最美志愿者”（10个）

高延征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脊梁工程
千人救助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

梁海磊 南阳市宛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百姓宣讲（志愿）团团长

郭遵卫 濮阳市华龙区遵卫志愿服务队负
责人

杨予军 河南省省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队长

杨 艳“心灵花园”公益项目新乡工作站负责人
张大生 驻马店市确山县志愿者协会会长
赵万欣 洛阳市老干部督导团常务副团长
杜荣强 商丘众人爱心车队队长
余善伟 信阳市商城县志愿者协会会长
赵亚洲 驻马店市蛟龙水上义务搜救队队长

二、推荐“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个）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绿城社工志愿
服务队

郑州人民医院“郑医好人善行中原”志愿服
务队

郑州大学微光志愿服务队
洛阳市义工联合会
许昌雷锋爱心社团
平顶山市志愿者协会
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冬香好妈妈工作站
新乡市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中心
濮阳市红十字救援队
焦作市温县爱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三、推荐“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个）

郑州市“绿城使者—小红象·健康行”志愿
服务项目

河南省科协“i科普”科技志愿服务项目
洛阳师范学院援疆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郑州师范学院“逐梦青春·益路相伴”志愿

服务项目
开封市“黄手环行动”助老公益项目
新乡市辉县市“幸福来敲门”助老项目
商丘市睢县孝善敬老志愿服务项目
信阳市新县“红色基因传承”志愿服务项目
漯河市临颍县“放学娃之家”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济源高级中学“青春绘出彩”志愿服

务项目

四、推荐“最美志愿服务社区”（10个）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天河社区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
焦作市山阳区定和街道丰收社区
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
新乡市长垣市蒲西街道向阳社区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办事处丰源社区
许昌市魏都区东大街道文惠社区
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泥营社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街道银莺社区
周口市川汇区荷花路街道前王营社区

河南省“四个优秀”先进典型候选名单

一、优秀志愿者（76个）

张美荣 郑州市通信花园社区银发志愿服

务站志愿者
赵 敏 郑州市文化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魏晓军 郑州市电梯商会志愿者服务队志

愿者
赵京辉 “绿城使者”郑州市律协律师志愿

服务队队长
李明慧 开封市退伍军人志愿服务团志

愿者
邢俊娜 开封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王大成 开封市义工协会志愿者
赵万欣 洛阳市老干部督导团常务副团长
梁春花 洛阳市新安县爱心协会负责人
郭晓利 洛阳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

事长
孙 颂 洛阳博物馆讲解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张朝岑 平顶山市“天南地北鲁山人”志愿

服务项目负责人
吴冬梅 平顶山市五矿吴冬梅志愿者联盟

负责人
李永和 平顶山市背上兄弟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
王 豹 安阳厚義公益联合会会长
刘天增 安阳市卫健委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王玉超 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街道佳和社

区党支部书记
袁 静 鹤壁市守望幸福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负责人
刘建国 新乡市长垣市青年普法协会会长
王云江 新乡市原阳县职工志愿者协会

会长
郭明梅 新乡市“科普大篷车”志愿服务队

队长
王小荣 焦作市武陟县“大爱无疆孝行天

下”志愿服务队队长
鲁利彩 濮阳市简爱志愿服务站发起人
郑大魁 濮阳市“爱无限助残中心”志愿者
史晓勇 许昌市建安区爱在行动服务中心

负责人
叶香梅 许昌莲成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赵俊伟 许昌市禹州市关心下一代志愿者

协会会长
李艳惠 漯河市舞阳县沃土情深志愿服务

队队长
杨 斌 漯河市水文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刘 桥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学雷锋志愿

服务团”副团长
张振华 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湖滨分局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
刘升升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野鹿村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
胡焕霞 三门峡市助残扶残协会志愿者
梁海磊 南阳市宛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百姓宣讲（志愿）团团长
张玉滚 南阳市镇平县新时代文明宣讲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
齐 玲 南阳市新野县小城大爱志愿服务队

队长
杜荣强 商丘众人爱心车队队长
李 睿 商丘市义工联常务副会长
阙茂涛 商丘市睢县斑马应急救援服务队

队长
马 军 信阳市公益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姚传寿 信阳市罗山县社区志愿者工作协

会会长
潘 雪 信阳市商城县禾田志愿服务队队长
邓文英 周口市慈善总会爱心粥屋发起人
孟 坤 周口川汇蓝天救援队队长
李芳君 周口市项城市芳馨心理咨询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
赵亚洲 驻马店市蛟龙水上义务搜救队

队长
刘廷顺 驻马店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

会长
张子正 驻马店市西平应人心理健康咨询

中心主任
乔树立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志愿服务队

队长
高延征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脊梁工程

千人救助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
张 艳 河南省民政厅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李 斌 河南省“新时代宣讲师”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
潘晓东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石可欣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员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
郑志宏 河南省委宣传部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宋 昕 河南煤矿安全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杜光旭 河南省科协“i科普”科技志愿服务

总队志愿者
王凤林 河南省委组织部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赵梅花 河南省红十字文艺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李绍建 河南农科院植保所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赵建林 河南省市场监管志愿服务团志

愿者
陈兴义 河南理工大学美丽乡村行动计划

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庞彦杰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聚沙公益协会

会长
冉保安 郑州轻工业大学志愿服务团志愿者
聂振弢 南阳师范学院志愿服务总队志

愿者
徐岩伟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中心主席
吕 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雷锋志愿服务

大队志愿者
张保冬 郑州财经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志

愿者
李建军 河南师范大学科普推广中药材集

成技术科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申伟辉 河南广播电视台疫情防控青年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
申慧生 河南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
施新革 河南省人民医院博士讲师团秘

书长
王 东 壹基金救援联盟河南户外救援总队

安阳救援支队队长
张 洁 河南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

愿服务大队队长
张 帆 河南广播电视台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高贵友 河南省扶贫办学雷锋志愿者服务

队志愿者

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71个）

郑州市馨家苑社区服务中心
河南星火志愿团
巩义市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

务队
荥阳市“绿城使者”志愿服务队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七彩马甲”志愿服务团
兰考县“微党课进基层”宣讲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小水滴”志愿服

务队
伊川县神鹰救援队
洛阳师范学院乐心志愿服务团
平顶山市鹰城心理健康发展中心
汝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
林州市老白调解志愿服务队
鹤壁市朵朵向善志愿者工作站
鹤壁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辉县市志愿者协会
长垣市阳光爱心志愿者协会
焦作市温县爱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冬香好妈妈工作站
焦作市追梦志愿服务中心
濮阳市红十字救援队
清丰县暖爱助学中心
长葛市友谊爱心协会
鄢陵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许昌草之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共青团漯河市委中青应急救援队
漯河市农村音乐教育志愿者协会
漯河市妇联巾帼志愿服务总队
灵宝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天鹅使者”志愿服

务队
南阳蓝天救援队
南阳市卧龙区志愿者联合会
唐河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商丘市环保志愿者服务队
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
睢县义工联
光山县紫水商会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
商城县财苑芝兰志愿者协会
潢川县光州志愿者协会

西华县巾帼志愿服务队
周口市萤火虫公益组织
项城应急蓝天救援队
周口市青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遂平县真善美文化艺术团
确山县志愿者协会
上蔡县志愿者联盟
济源示范区教育体育局春风志愿服务队
郑州海关“萤火虫”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妇联巾帼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红十字风马旗应急救援志愿服务

大队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员志愿服务队
郑州大学微光志愿服务队
河南农业大学七彩阳光社团
河南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河南中医药大学“蒲公英校园文化志愿讲

解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中原工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河南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南阳师范学院“代理妈妈”扶贫攻坚志愿服

务队
南阳理工学院大学生雷锋营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坚守的力量”青年志愿

服务队
许昌学院“编外雷锋营”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团
河南省实验中学微光志愿者社团
河南省实验小学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郑州市“绿城月季花”志愿服务支队
河南省雨霁志愿者服务总队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志愿服务总队
漯河市残联助残志愿服务队

三、优秀志愿服务项目（61个）

郑州市“绿城使者—小红象·健康行”志愿
服务项目

郑州市“听爷爷讲故事”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五个一”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
郑州师范学院“逐梦青春·益路相伴”志愿

服务项目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艺”起来系列志愿服

务项目
开封市自由路小学“公益小天使”志愿服务

项目
开封市“黄手环行动”助老公益项目
开封市“无声面馆”助残就业志愿服务项目
洛阳市“书香孟津周末公益故事会”志愿服

务项目
孟津县平乐镇妯娌村“七彩”志愿服务项目
洛阳理工学院“家电义务维修”志愿服务

项目
平顶山市今日汝州读书会
平顶山志愿者协会“爱心旅游专线”
安阳市林州市爱心妈妈“关爱孤困儿童”

项目
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金牌月嫂”培训工程
鹤壁市淇滨区“爱心手工坊”志愿服务

项目
新乡县委党校“小院课堂”项目
新乡市辉县市“幸福来敲门”助老项目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手机医学院”公

益医疗科技志愿服务项目
焦作市“武太极+文太极”志愿服务项目
焦作市雷锋红色成长营项目
中原油田“心阳光·新幸福”EAP心理援助

志愿服务项目
长葛市筑起离婚“防火墙”志愿服务项目
许昌市“糖豆妈妈讲故事”志愿服务项目
舞阳县“放飞梦想文艺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漯河市临颍县“放学娃之家”志愿服务项目
三门峡市助残扶残协会“我和天鹅有个约

会”志愿服务项目
灵宝市焦村镇第一初级中学“爱的延续”志

愿服务项目
南阳画家村“植艺”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商丘市博爱联合会“困境家庭、博爱帮扶”

志愿服务项目
信阳市新县“红色基因传承”志愿服务项目
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家家幸福教育传家”

志愿服务项目
西华县“老区心网”一点通志愿服务项目
驻马店市平舆星火志愿团“鞋盒礼物”公益

活动
确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爱乐支声”志

愿服务项目
汝南县星火志愿者协会“心乡连”乡村艺术

支教项目
河南省济源高级中学“青春绘出彩”志愿服

务项目
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心系家

乡健康行首都专家进基层”系列医疗公益
活动

河南省地方海事局“兰舟行”水上交通安全
公益宣讲项目

河南省肿瘤医院“心灵之光”心灵关怀志愿
服务项目

民革河南省委会“博爱牵手”系列活动
河南黄河河务局“关爱山川河流保护母亲

河”系列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党建·手拉手”志

愿服务项目
郑州大学让爱“箱”遇项目
河南师范大学“诚于书香，信于人生”诚信

书柜项目
河南理工大学“美丽乡村”行动计划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青春·夕阳”志愿服务

项目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小水滴“爱织暖冬”志愿

服务项目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守护古建”志愿服

务项目
中原工学院“点亮繁星”乡村儿童美育互联

网帮扶计划
商丘师范学院“小画笔”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互联网+支教”呵护童

心圆梦行动
洛阳师范学院援疆支教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科协“i科普”科技志愿服务项目

“吴行书法教室”艺术支教项目
郑州市花园路街道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项目
义煤公司千秋煤矿“传递生命接力棒”捐献

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总工会“点亮微心愿”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脊梁工程千人救助

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省文化旅游厅“寻找村宝”志愿服务

项目
河南手机报助学圆梦行动

四、优秀志愿服务社区（30个）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淮河社区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天河社区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街道银莺社区
巩义市新华路街道货场路社区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曹门街道乐观社区
开封市兰考县桐乡街道王庄社区
洛阳市涧西区周山路街道中弘中央广场

社区
平顶山市湛河区轻工路街道湛南社区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安路街道葡萄园社区
安阳市文峰区峨嵋街道广顺社区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古城街道博文

社区
新乡市红旗区文化街街道学府社区
新乡市卫滨区自由路街道新荣社区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苑街道东方

社区
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吾街道益民社区
长葛市金桥路街道英刘社区
许昌市魏都区文峰街道河西社区
许昌市鄢陵县大马镇义女社区
漯河市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建设西路社区
三门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向阳街道银湖湾

社区
三门峡市卢氏县兴贤里社区
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陈棚社区
南阳市桐柏县城关镇银兴花园社区
商丘市梁园区长征街道九天社区
商丘市民权县南华街道前进社区
信阳市浉河区五里墩街道福寿社区
信阳市新县新集镇新城社区
周口市沈丘县北城街道祥和社区
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金河街道东高社区
济源示范区北海街道清趣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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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雷锋志愿服务全国“四个100”推荐名单和河南省“四个优秀”候选名单的公示
按照河南省文明委《关于做好 2020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全国“四个 100”和河

南省“四个优秀”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

的通知》（豫文明〔2020〕22号）要求，经

过层层推荐、征求意见、资料审核、专家

评审等程序，拟推选40个学雷锋志愿服

务全国“四个 100”先进典型和 238个河

南省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四

个优秀”先进典型，现对推选名单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1月 16日至1月20日。

联系电话：0371－65903348

河南省文明办

2021年 1月 16日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群众办事不
用再为开具证明发愁了，1 月 12 日，记
者从郑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获悉，该分局推出户籍审批项目“告
知承诺制”，用承诺代替证明，以信用代
替跑腿。据悉，这是郑州市第一个试行

“告知承诺制”新举措的公安分局。
户籍审批项目“告知承诺制”是：居

民在办理户籍业务时，将证件、证明等材
料经过公安机关初步核验后，为提高办
事效率，缩短办理时限，由居民先行“承
诺”其提供手续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安
机关依据其“承诺”可为其先行办理。

郑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治安大队大队长路焱青介绍，目前，适用
于“告知承诺制”服务的是：出生登记，主
要指凭外省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新生儿入
户登记的；变更婚姻状况，已达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结婚年龄的单身群
众需要公安机关在其户口簿婚姻状况栏
填写婚姻状况的；关系证明，主要指涉及

“关系证明”的户籍审批事项。
警方提醒，如果户籍民警对承诺人

提供的手续进行复核，发现承诺人提供
的手续不真实、不合法、无效或有伪
造、变造等违法行为，户籍民警将撤销
或终止承诺人申请办理的户籍事项，警
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承诺人的
责任，并上报相关部门，将其列为信用
失信人员。

此外，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户
籍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
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
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
规要求的证明，或者按照一般户籍程
序办理。③9

用承诺代替证明 以信用代替跑腿

郑州警方推出户籍办理“告知承诺制”
（上接第一版）该局立即与税务部门、银行
合作，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设立“税务登记交
易”窗口，极大方便了办事群众。随后，该
局又深化服务，创新流程，在全市率先推行

“交房即交证”。漯河市也被确定为全国10
个不动产登记共享信息工作试点市之一。

抓用人导向。漯河市探索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作风建设考核方式，大力倡树让实
干者实惠、让有为者有位、让进取者进步、让
优秀者优先、让腐败者下台的“五个让”工作
导向，干部的待遇、使用和表彰与考核结果
挂钩，一批“忠诚干净担当好干部”“过硬好
党员”等表现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2016年竞争上岗为临颍县石桥乡农办主任
的侯嫡，几年来一心扑在工作上，被漯河市
委评为“过硬好党员”，最近又担任共青团临
颍县委副书记。“干与不干、干得好坏、干得
快慢，大家都看着呢！”侯嫡说。

干部作风好，营商环境优。3 年来，

漯河市累计取消调整行政职权 1894 项，
基本实现了“清单之外无权力”，企业和
群众到政府办事提供的材料减少 30%以
上，获评“中国宜居宜业城市”。“从达成
意向到项目落地，只用了不到两周。”河
南盐津铺子休闲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花
涛说，政府的“保姆式”服务，是他们决定
落户漯河的主要因素。

“作风建设必须虚功实做、标本兼治、
久久为功。”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说，“我们
将着力实现‘常态长效’，聚焦服务企业、服
务项目、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坚持‘纠、树、
建’一体推进，进一步织密制度‘笼子’，不
间断地向软懒散慢思想、无所作为心态及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大力倡导争先出彩、
攻坚克难、创新创造、实干实效四种作风，持
续营造领导有威信、干部有激情、群众有信
心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作风建设高质量推动
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高质量。”③8

（上接第一版）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
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以共
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
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
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文章强调，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
发展能力和水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
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
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内外兼修抓作风谋出彩漯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