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CC中国人保财险杯——
“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活动选票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号 姓名 投票 编号 姓名 投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王卫东
王长富
王建民
王 钰
冯跃华
吕平安
陈平军
陈 诚
张建设
吴树兰

□
□
□
□
□
□
□
□
□
□

□
□
□
□
□
□
□
□
□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李海福
李 默
陆锡芳
林 峰
赵树英
段新宽
郭永芳
夏明云
徐建敏
谢红兵

注：请在您支持的候选人后面打“√”，限选10人。

报纸投票：从报纸上剪下选票，填写后寄至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 郑州市花

园路145号6508室“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评选组委会办公室收；

邮编：450008

网络投票：请登录大河网（www.dahe.cn)、大象网（www.hntv.tv）和河南十大三

农新闻人物评选活动官方网站（www.sannonghn.cn）主页。

截止日期：2015年1月9日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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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 12月29日，记者从PICC中国

人保财险杯——“2014年度河南十大‘三农’

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了解到，参与此次

评选的20名候选人已产生，评选工作正式进

入投票环节，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投票。

据悉，评选活动自9月25日启动以来，

全省有关单位向评选活动组委会推荐符合

规定条件的候选人70名，涉及“三农”工作的

各方面。12月26日，经评选活动组委会组

织评审会初评，确定并公布了20名候选人。

（本报记者）

编号：01 王卫东
男，48岁，滑县瑞阳粮食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先后荣获“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感动滑县“十佳党员”称号，企业被授

予“河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农业产业

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等称号。

事迹：粮食“安全员”。成立瑞阳粮食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3000万

元，拥有七处储粮库区，仓容量29万吨，流

转土地5万亩，发展订单农业。

（推荐单位：滑县县委宣传部）

编号：02 王长富
男，59岁，叶县农业局土肥站站长

荣誉：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一等奖，被评为省“沃土计划”先进工作

者、省土肥站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事迹：农科带头人。三十年如一日，始

终坚持在科研一线；推广小麦、玉米配方施

肥面积715万亩次，累计增产粮食33.44万

吨，总增产节支6.66亿元。

（推荐单位：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编号：03 王建民
男，54岁，淮滨县金豫南面粉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粮食行业劳动

模范、河南省粮油企业家、信阳市科技先进

工作者等称号。

事迹：农民企业家、“弱筋小麦王”。创

建 豫 南 弱 筋 小 麦 生 产 试 验 基 地 。

2013-2014年度弱筋小麦增产4万吨，农

民增收突破1.1亿元。2014年促进农民节

本增收425万元。回收弱筋小麦30万吨，

促进农民增价增收9000万元。

（推荐单位：信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04王钰
男，49岁，荥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科技兴农先进个

人、河南省十佳科技创新带头人等称号。

事迹：林科战线的基层领导者。培育

良种，推广造林，开发新品种30多个。年育

果苗10万棵，远销北京、山东、湖南等地，年

创效益 20多万元。

（推荐单位：郑州市委宣传部）

编号：05冯跃华
男，52岁，河南省豫东水利工程管理局站

长兼支部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

献农业科技人员、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等称号。

事迹：水利科研工作者。他在基层一

干就是13年，全身心投入到基层试验站灌

溉试验研究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在没

有专项试验经费的情况下，自筹资金开展

测坑、大田节水灌溉试验和土壤墒情等观

测工作。 （推荐单位：河南省水利厅）

编号：06吕平安
男，63岁，河南平安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被评为全国农技

推广先进工作者、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

农业科技人员等称号。

事迹：农作物新品育种人。先后培育

出了20个小麦、玉米等优质高产新品种

（系）,其中国家和河南省己审定品种累计

推广面积2.4亿亩，增产小麦95.3亿公斤，

创社会经济效益146.9亿元

（推荐单位：焦作市委宣传部）

编号：07陈平军
男，54岁，郏县渣园乡青龙湖社区党委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郏县十佳明星党支部

书记、郏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等称号。

事迹：新农村建设者。转让自己的企

业带领群众致富，五年内不要工资，用自己

的钱还清村里欠款；带领群众建设新型社

区，建设107套236平方米两层半配套设施

齐全的楼房，建设费、水电费等费用全免；

成立社区家政服务公司，吸收本村留守妇

女50余人。（推荐单位：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编号：08陈诚
男，55岁，驻马店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站长

荣誉：获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1

项，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并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事迹：农科带头人。最早引进杂交西瓜

新品，在遂平县推广面积7万亩以上；兴办种

子企业开展新品研发，通过五年的努力，种

子基地扩展到40万亩以上，产种量达1.6亿

公斤。每年指导防治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面

积近1亿亩次，挽回粮食损失5亿~7亿公

斤。 (推荐单位：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编号：09张建设
男，48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孟

州市支行客户经理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金融系统劳动竞赛先

进个人、服务“三农”双十佳先进个人等称号。

事迹：基层信贷员。五年来，他的电动

车换了3次电瓶、两次轮胎，行程10万公

里，先后为3个乡镇90个行政村中的2900

多农户发放贷款9500多万元，支持了一大

批农民养殖、种植、运输户发家致富。

（推荐单位：焦作市委宣传部）

编号：10 吴树兰
女，57岁，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第一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新长

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畜牧先进工

作者、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事迹：驻村第一书记。第一批驻村干

部中唯一的女同志，在大吴庄村驻村期间，

为村里建立新型社区，筹资创办村第一个

企业，76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引资1300万

元建奶牛小区、针织公司，解决350名农民

就业；村人均收入由2642元上升到5600

元。（推荐单位：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编号：11李海福
男，57，新乡市牧野区王村镇高湾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荣誉：先后荣获新乡市优秀共产党员，

牧野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支部书记、

“双强”村党支部书记等称号。

事迹：特色种植能手。成立欧美大樱

桃农民专业合作社，栽种大樱桃250余亩，

亩效益3万元以上。开发三轮车制造业为

支柱的村办企业，由30多家增长到60多

家，就近转移富余劳动生产力900人。村

民人均年收入由4000元增长到1.5万元。

（推荐单位：新乡市委宣传部）

编号：12李默
女，50岁，固始县保田农机联合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农机行业十大女

杰、全国老区妇女先进典型等称号。

事迹：农机女杰。牵头组建6家实力雄

厚的农业合作社，成立了“六合农机联合专

业合作社”。流转土地近5万亩，其中有机

小麦种植基地1.6万亩，有机蔬菜种植基地

400多亩，现有正式社员2300多户。

（推荐单位：固始县委宣传部）

编号：13 陆锡芳
男，74岁，河南省农业厅蚕业研究院推广研究员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劳动模范、农业

部先进个人等称号。

事迹：古稀蚕桑人。他发展蚕桑生产，

把科学知识化为经济效益。成功经验迅速

在全县推开，淅川县的桑园面积大幅度增

加，高峰时达到五万多亩，仅蚕桑单项年产

值就达到近亿元，一跃成为中原蚕桑生产

第一大县。 （推荐单位：河南省农业厅）

编号：14 林峰
男，46岁，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党支部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种粮售粮大户、省

市劳动模范、河南省帮残助残先进个人、周

口市优秀党支部书记等称号。

事迹：为民好书记。采取土地股份合

作制的形式进行土地承包使用权的流转，

推动全村土地的流转整合。申请省重点现

代农业项目，改造窝子林、贫瘠地达3120

亩。建设千亩农业高效基地，取得亩产

2000斤的好成绩。

（推荐单位：周口市委宣传部）

编号：15赵树英
男，59岁，河南省佳多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荣誉：获河南省技术能手等称号；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河南省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等。国家发明专利2项，其他

专利23项。

事迹：农作物植保发明家、生态农业带

头人。从事农作物植保工作30年，研发的

系列产品在农林业病虫害监测、防治方面

得到广泛运用，出口德国、澳大利亚、乌兹

别克斯坦等12个国家和地区。仅频振式杀

虫灯全国年销售量达80余万台，减少1820

吨农药使用量。

（推荐单位：安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16段新宽
男，51岁，栾川县三川镇三川村党委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劳动模范、省农

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等称号。

事迹：致富带头人。个人累计出资

8000余万元建立抱犊寨旅游景区，安排季

节性用工100余人，全村90%的群众依靠

旅游业摆脱了贫穷，村人均纯收入由2000

年的1300元增长到现在的6500元。

（推荐单位：洛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17郭永芳
女，45岁，南乐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站

高级农艺师

荣誉：先后荣获河南省“最美乡村农技

推广员”、省基层农技推广先进个人、濮阳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事迹：致力于农技推广工作26年，推

广玉米高产抗病优品平均单产721公斤，3

年累计推广23万亩，增产3059万公斤，新

增纯收益3021.2万元。小麦优品连续三年

单产排列前茅，累计推广26万亩，增产

1838.2万公斤，新增纯收益2205万元。

（推荐单位：濮阳市委宣传部）

编号：18 夏明云
男，57岁，卢氏县狮子坪乡毛河村党支部

书记

荣誉：先后荣获国家扶贫工作先进个

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最美“村官”

等称号。

事迹：当代“愚公”。先后垫资融资

1830万元修复多条通村公路共31公里，为

乡亲开辟了致富之路。积极推行袋料香菇

栽培等生态养殖，使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

元跃至近万元；投资3.45亿元，致力改善村

庄面貌，建设了文化大院，组织98户搬迁新

居。 （推荐单位：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编号：19 徐建敏
男，39岁，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荣誉：企业先后获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国家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出口食品农产品国家级质量安全示

范区等称号。

事迹：农业发展领头人。改变当地生

产方式，让土地效益提高了5~10倍，人均

收入实现翻番。通过“蔬菜产业”致富，先

后建成了许昌供港蔬菜基地、濮阳清丰基

地、广州从化基地等全国12个蔬菜、小麦、

水稻、杂粮等种植基地，共吸纳1.2万农民

就业。 （推荐单位：许昌市委宣传部）

编号：20 谢红兵
男，49岁，河南省森林木华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全

国种粮售粮大户等称号，企业被授予河南

省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省农业产业

化省重点龙头企业。

事迹：农民企业家。流转土地1.5万多

亩，截至2013年末向国家售粮1.2万余吨，带

动周边3.2万多农户增收致富。成立森林木

华食品有限公司。大力发展订单种植，与种

植户签订保底收购合同，带动3万多农户从事

蔬菜种植。（推荐单位：商丘市委宣传部）

近日，走在永城的乡村，记者看到，昔日邻

里间的磕碰少了，和谐氛围弥漫开来。在该市

城厢乡张大庄村，随时能看到精致的“双安”建

设宣传栏：安全防范、二十四孝图等，让人赏心

悦目。

“胡式调解”，化解矛盾融坚冰

日前，在演集派出所警务室里，记者见到

了“金牌调解员”胡建华。据了解，胡建华从事

调解工作已经12年，化解各类纠纷1000余

件。经过他的调解，夫妻反目者破镜重圆，婆

媳不和者重归于好，邻里成仇者握手言和，打

架斗殴者化干戈为玉帛，把问题解决在了家门

口。

化解基层矛盾的力量还有很多，其中不

得不提的就是“群众家门口的信访局”。据统

计，今年3月份以来，永城市“群众家门口的

信访局”工作人员已在全市571个行政村巡

回接访，接访群众9560多批次，现场处理群

众诉求3250余件，发放《信访条例》《给群众

的一封信》等政策法规宣传资料6.32万余份。

“一村一警”，警力下沉保民安

据了解，该市社区警务室建设标准为城

市1个社区或 6000人建 1个警务室，农村

3～5个行政村建设1个警务室，农村派出所

建设标准化警务室不少于3个。按照“一村

一警”的配备原则，确定787名民警分包全市

29个乡镇的724个行政村与9个社区。

除了化解矛盾外，包村民警还指导治保

会、保安队、义务巡逻队等群防群治力量的治

安巡逻和邻里守望活动，形成严密的群防群

治网络，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

“四议两公开”，村民自治促和谐

苗桥镇张楼村村民向记者讲述了去年他

们“空心村”治理的过程。该村由于采煤沉陷，

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村党支部在充分

论证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对“空心村”进行治

理。村“两委”利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召开

了村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决议。在村民代表会

上，与会人员对新村规划、具体问题处理等方

面的事项进行认真研究，最后表决达成了实施

整村搬迁的共识，全村群众深表满意。“四议两

公开”使广大党员群众参与有了渠道、管理有

了资格、诉求有了回应、监督有了保障。今年，

候岭乡通过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成功解

决了热点难点问题96件，信访总量下降了

60%。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推广实施，进一步

理顺了村“两委”关系，使村党支部的领导核

心地位和村委会的决策执行主体地位更加明

确，“两委”班子实现了目标同向、步调一致；

同时实现了群众的事情让群众说了算，落实

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有力地促进了村民自治，构建了党领导的充

满活力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12月29日，在陕县特

殊教育学校，工人们在教

室 里 安 装 碳 晶 电 暖 器

板。当日，该校收到社会

爱心人士捐赠价值3万余

元的碳晶电暖器，解决了

学校师生在冬季无法取

暖的问题。

孙猛摄

本报讯（通讯员刘传箱张伟记者尹小剑）

12月29日，记者在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采访

时了解到，该镇为方便群众就近快捷办理各种事

项，通过优化服务技能、服务程序、服务环境、服

务管理“四优化”措施，构筑服务群众的“连心

桥”。

据了解，该镇经常进行各项业务技能培训，

不断提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并把素质

高、业务精的年轻同志配置到服务窗口；全面推

行标准化服务模式，实行标牌标识、文明用语、纪

律要求、工作流程“四统一”；在镇便民服务大厅

制作了工作人员岗位公示栏、去向告知牌，将工

作人员的姓名、岗位、电话全部公开，确保群众随

时能找到人、办成事；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日常考

勤，并对服务工作人员进行服务群众满意度调查

考评，年终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的评价结果作

为干部职工评先评优晋升的重要考核依据，形成

激励先进、鞭策落后的良好机制，优化服务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王学新刘

小江 记者黄红立）“从前有事儿

往管委会跑、往县里跑，现在有事

儿直接到社区里的‘行政服务大

厅’就办好了，真方便！”这是近期

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老井社区

居民们对社区新变化的感悟。

近日，在新安县纪委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该县第一

个村级便民服务中心。200多

平方米的大厅宽敞明亮，里面人

来人往，各种规章制度上墙，民

政、劳动保障等服务标志牌一字

排开，工作人员热情耐心地为群

众提供咨询、服务。

该社区主任周胜伟说，今年

建起这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首

先是为了让社区群众的生活更

方便，另一方面在社区事务上，

能提供一个平台让群众之间，村

干部之间面对面零距离接触，更

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 (通讯员虞静 陈巍

马子越记者尹小剑)12月24日，

新县卡房乡王畈村，经过电业局

员工两个小时的检修，路边的5

盏路灯全部点亮。

日前，有群众向新县电业局

反映，该县卡房乡王畈村小学，因

路灯常年失修，孩子放学回家极

为不安全。得知这一情况后，该

局立即组织卡房乡供电所对现场

情况进行勘查，制订检修方案。

经现场勘查，路灯多因地埋

线路接头老化而无法点亮。查

明故障点后，卡房供电所将线路

重新更换，对松动线路进行加

固，清洗、更换路灯灯泡。在修

理路灯之余，供电所员工还对村

里的变压器、配电箱等供电设施

进行了检修，确保电力设施安全

运行。

12月29日，商城县汪岗镇“善行义举榜”前迎来众多农民观

看。年终岁尾，该镇开展了以“仁、诚、敬、孝”为主要内容的评选活

动，在当地引起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杨绪祥摄

“2014年度河南‘三农’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
PICC中国人保财险杯——

化解矛盾在基层 村民自治促和谐
□通讯员姚坤鹏王多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侯博

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

“四优化”构筑
为民服务连心桥

新安县

社区里有了便民服务中心

新县

抢修路灯 照亮孩子回家路

陕县特殊教育学校

爱心电暖器
温暖师生心

永城市“双安”建设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