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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花香四溢。走进禹州市无

梁镇大木厂村，一条条蜿蜒曲折干净平坦

的村组公路延伸到农家院落，一处处靓丽

别致的农家新居和古朴整洁的老民居掩

映在绿树花丛中，一个个具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特色旅游景点镶嵌在村庄的山间田

野，一张张兴高采烈的游客笑脸穿梭在村

庄的角角落落……好似一幅新时代的“富

春山居图”。

4月5日至7日，无梁镇在大木厂村

举办首届“钧都府杯”山地微型越野马拉

松全民健身跑暨乡村旅游节活动，550名

马拉松爱好者在新修建的山地马拉松赛

道上驰骋奔跑。

参赛选手不仅有禹州本地的，更是吸

引了来自广西、江西、浙江以及我省郑州、

洛阳、平顶山等地专业选手的参与，此外

还有许多地区的马拉松协会组团参加，

总参赛人数远远超过预期人数，达550

人。在前几天刚刚获得郑开国际马拉松

赛国内组冠军的范士庆，这次也来到了

这里想再体验一把马拉松乡村越野的乐

趣。现场除了参赛选手以外，前来游玩

的人数也一度爆棚，各景点每日人数达3

万人之多。

为了确保赛事活动的公开、公正、

透明，赛事组委会在赛道上设置了5个

签到点，全程用时最短者获胜。本次赛

事与众不同的是选手需要经过一段原

生态越野山路和乡间小道，赛道把大木

厂村的各个旅游景点串联了起来，让参

赛者一路上健身奔跑，一路上观看沿途

风景，感受生态之美、地势之美、赛事之

乐。在游客服务中心，赛事组委会不仅

设置了无梁当地特色名吃一条街，为广

大游客品尝无梁美食提供便捷，还为当

地特色农产品设置了展台，宣传推介

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布设了麻绳艺术

熊大、熊二、光头强组合等，深受小朋

友的青睐。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封丘县的811

号选手范士庆以23分钟的时间完成了

7km的越野跑，最终获得了男子组的冠

军，来自驻马店上蔡县的809号选手朱

冰莹以26分钟的成绩获得了女子组的

冠军。此次赛事中，男子组40名选手、

女子组 15名选手获得奖励，分获现金

100～1000 元、土特产品、购房券等奖

励。

据统计，无梁镇3天的乡村旅游节

活动共接待游客4万多人，实现餐饮、土

特产、交通、零售业等旅游业收入 120

多万元，提升了无梁镇乡村旅游的知名

度，展示了“乡村旅游+体育赛事”的融

合魅力，展现了无梁镇乡村旅游发展的

成效。

无梁镇大木厂村位于镇政府西北

2公里，距禹州市区25公里，背靠具茨

山，全村辖 10 个村民小组，人口 955

人，面积 4.6 平方公里，属省定深度贫

困村。

近年来，无梁镇挖掘大木厂村丰厚的

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精准扶贫和

乡村振兴上精准发力，通过户外活动基

地、游客服务中心、黄龙谷景区、知青旧

居、山地微型马拉松赛道等一大批乡村振

兴工程的项目建设，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

展，通过“花米经济”，促进了产业的兴

旺。大木厂村逐渐从昔日的穷山村，实现

华丽蜕变，成为该镇引领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发展的先进村。2018年，该村先后

获得了禹州市“美丽乡村”、“脱贫攻坚”红

旗村的光荣称号。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师红军）4月10日，记者在鲁山县辛集

乡漫流村看到，不少危旧房屋被扒掉平整

后改建成了果园、花园、草坪、停车场，石

磨、石磙等老物件点缀其间，“老家老房

老爹老娘”等标语别有韵味，成了村民休

憩游玩的场所。

漫流村党支部书记潘春楠介绍，该

村原来是个远近有名的脏乱差后进村。

去年以来，乡村两级整合资金强力推进

农村危房拆旧建新工作，漫流村共拆除

危旧房屋64处，打通断头路12条，改建

游园3处、果园2处、菜园6处，粉刷墙体

3800 余平方米，绘制墙体彩画及标语

1200余平方米，铺沥青路面2公里，19

户危房改造户全部建成入住，人居环境

得到了全面改善。4月4日，全省农村危

房改造现场会与会人员到该村进行了观

摩。

辛集乡漫流村的变化，是鲁山县农村

人居环境日新月异改变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鲁山县把拆除农村危

旧房屋作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牛鼻

子”，一改过去的“建、搬、拆”为“拆、建、

搬”，打破常规，使危房不见了，花草多起

来，环境美起来。

在危房改造工作中，该县通过“依

法拆、自愿拆、动员拆”等措施，采取先

行试点、由点带面、先党员干部后群众

的工作方法，推行“一拆五促”机制。以

拆促建，强力对危房先行进行拆除，形

成倒逼机制，促使村干部积极协助农户

建房，同时也提高农户建房的积极性；

以拆促安，拆除闲置危房消除安全隐

患；以拆促搬，一些农户搬走与子女一

起生活，另有一部分搬进了新房，真正

做到了“危房不住人”；以拆促美，通过

平整场地，结合群众意愿，变成了“一场

四园”（即停车场、游园、果园、菜园、花

园）；以拆促增收，危旧房屋拆除后，通

过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等形式，增加村

集体和农户的收入。

在推进拆旧建新工作中，鲁山县成立

了危旧房屋拆除工作指挥部，多次组织召

开现场会进行动员部署，统一思想、形成

共识，加强组织、压实责任。建立县、乡、

村三级工作专班，制定工作计划，加强政

策宣传，划分区域、专人分包，环环相扣、

有条不紊地做好摸底统计、评议公示、组

织实施、质量监管、竣工验收、资金拨付等

工作。该县还规定，每拆除一户农村闲置

危旧房屋，县财政奖励乡镇工作经费

2000元，充分调动了乡村两级的工作积

极性。县住建系统抽调185人，每人分包

3个村，负责督促指导各乡镇危房改造工

作，每天一排名、每周一调度，对排名落后

的村实施重点督查。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农村房屋评

定4万余户，实施农村危房改造5861户，

拆除农村危旧房屋6589座，拆除总面积

达50余万平方米，建设“一场四园”2370

个，其中停车场512个、游园216个、花

园350个、果园68个、菜园1224个，显著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4月11日，濮阳县清河头乡娄昌湖村群众在家风家训文化墙前驻足观看。濮阳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着力培育乡风文明，组

织有条件的村庄在临街墙壁上绘制一些家风家训、廉洁乡村、移风易俗等内容的乡村文化墙，不仅扮靓了乡村，还传播了正能量，引领

着新风尚。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常军捧摄 郑州市杜庄小学举行语文教研
课公示活动

为了加强校本培训、促进教师提

高教学水平，近日，郑州市杜庄小学

以课堂为主阵地，深入推进主题教学

工作，举行了语文教研课公示活动。

本次活动促进了学校课堂教学工作

的有效改进，取得了应有的理想效

果。（张丽芳）

郑州市杜庄小学集中培训班
主任

为了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建

设，提高班主任的管理艺术水平，郑

州市杜庄小学德育处于4月10日举

行了一次班主任集中培训讲座。班

主任们对这次培训反应热烈，大家纷

纷表示，这次培训对班主任工作作用

很大，帮助大家找到了解决班级实际

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张丽芳）

泌阳县供电公司全面掀起“学习
强国”平台学习热潮

“看，今天我又得了30分积分。”

“来晒晒你的学习积分。”3月21日，

泌阳县供电公司的两名党员拿着手

机，互相“攀比”着。不要以为他们在

玩什么游戏，他们聊的，其实是最近

新上线的一款党员学习软件——“学

习强国”APP。

“学习强国”是由中宣部主管，以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学习平台，该平台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党员干部提

供了学习新方式。“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上线后，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层层召开动员会，号召全

体党员下载“学习强国”手机APP客

户端应用平台，确保全员登录，全员

覆盖，每天按要求参加不低于30分

的积分知识学习。各党支部纷纷行

动，结合公司和电网发展实际，利用

碎片化时间主动在平台上进行理论

学习、视频观看、网上答题，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员

同志积极参与，利用掌上课堂主动学

习、自觉学习，丰富理论知识，提高自

身素质。

为及时掌握党员学习情况，泌阳

县供电公司党委以“学习强国”APP

为学习平台，创建了泌阳县供电公司

“学习强国”机构群组，并邀请支部所

属党员加入，及时掌握党员下载使用

学习情况，确保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工作

取得实效。（王丽娟）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
忠）4月12日，记者从平顶山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研讨会上发布了《中国农业绿色

发展报告2018》，平顶山市农业绿色发

展创新模式入选该报告的地方篇十大范

例。

据介绍，《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2018》是我国首个农业绿色发展绿皮

书，是观察判断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

的重要“窗口”，主要从空间布局、资源休

养生息、产地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修复、

人居环境建设和绿色发展模式探索6个

方面，介绍了我国近年来农业绿色发展

取得的重要进展。该报告不仅为推动我

国不同类型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也为全球农业可

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板”。《河南省平

顶山市以实施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引领绿

色发展》列入地方篇10个范例之一。

近年来，为加快农业的转型发展，

平顶山市从实际出发，以发展全域循环

农业为突破，坚持用生态促发展、用高

效换空间、用绿色发展促农业转型升

级，强化规划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

动，实施全域循环农业发展行动等十大

行动，积极推动农业实现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三个变革，走出了一

条具有平顶山特色的农业高质量转型

升级之路。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实习生刘英）

4月11日，在郑州市儿童福利院举行了

民政部最高荣誉奖——“孺子牛奖”获

得者李燕同志的先进事迹新闻会。近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

议上，郑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李燕获得

民政部最高荣誉奖“孺子牛奖”，为我省

此次唯一入选者。

会上，郑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国强

同志简要介绍了李燕同志的先进事迹。

就如何传承好“孺子牛”精神，李燕说，在

今后的工作中，首要任务就是要学习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指

示，时刻牢记“孺子牛”一往无前，踏实肯

干，不图名利，勇于奉献的精神，用更高

的标准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影响、行为来

带动和感染更多的人，努力打造一支敢

于奉献、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儿童福利

队伍。

随后，记者现场观摩了福利院的手

工教室、医疗康复室等教育养育环境，在

谈到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李燕几度哽

咽，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在李燕眼

里，院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不管他

是残疾还是健康。这些年来，李燕经常

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

争着带孩子们玩、搂着睡觉，80岁的婆

婆把孩子们当自家人，老公主动承担做

饭的任务。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是郑州市唯一一

所专业儿童福利机构，担负着全市弃婴、

孤儿、打拐获救儿童以及服刑人员子女

等的救助任务。儿童数量目前接近800

名，其中98%以上为残疾或病患儿童。

在李燕的带领下，该院先后荣获全国民

政系统“群众满意窗口单位”、全国民政

系统行风建设示范单位、民政部社工人

才建设队伍建设试点单位等。李燕也被

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

秀儿童福利院院长”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刘晶
琦）4月 11日，“2019中国（河南）国际·

大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意文化节”在

新密市鲁班喜悦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宣布，本届时装周定于5月21日至

27日在新密市产业集聚区豫发米兰小

镇举办。

2019年大学生时装周由中国服装

协会指导，新密市、河南省服装行业协

会共同主办。活动期间将举行亚欧国际

服装论坛、“服与礼”国际文创论坛、国际

国内知名设计师交流秀、校服职业装设

计大赛总决赛、童模大赛决赛及童装品

牌联合发布秀、名企英才见面会等活

动。

品牌服装是新密重要的优势产业

之一。近年来，新密市委市政府按照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目标，积极打造

千亿级品牌服装产业，先后获得“中国品

牌服装制造名城”“中国服装优质制造基

地”等国字号荣誉,新密产业集聚区是

全省唯一以品牌服装为主导产业的集

聚区。

禹州市无梁镇

马拉松跑出乡村振兴路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贾云涛朱晓路

鲁山县

拆除危旧房屋 建设“一场四园”

国际大学生时装周
下月在新密举行

乡村文化墙 引领新风尚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8》发布

平顶山市农业绿色发展创新模式
入选地方篇十大范例

她是800名儿童的“妈妈”

李燕获民政部最高荣誉奖
“孺子牛奖”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春光明媚，万物更新。新乡福彩再传佳音，4月11

日晚开出的双色球2019041期一等奖全国仅中出两

注，新乡彩民独得1注，奖金高达1000万元！在媒体发

达的今天，这个喜讯瞬间就传遍了牧野大地。本次中奖

彩票出自41070103投注站，位于新乡市劳动路与华兰

大道交叉口。这是今年内该市第二个双色球一等奖，距

上一个中得的双色球大奖638万元仅两个月。福彩双

色球是深受彩民喜爱的大盘玩法，其魅力在于奖大（最

高2元投注可中1000万元）、固定奖金5元的小奖好中

（中一个蓝色号码就可以），可谓兼顾“两头”，既满足了

广大群众希望中大奖的美好愿望，又可以时常收获小的

惊喜，为生活平添许多乐趣，最重要的是福彩是一项参

与度高、受众面广的公益事业，购买福彩，就是为需要帮

助的困难群体筹集公益金，为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

作出贡献。双色球大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意外的惊

喜，更是对关心社会福利事业、公益事业的广大爱心人

士的丰厚回报。福缘福彩，集善成福，相信今后会有更

多幸运大奖的诞生，也会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福彩公

益事业中来。

（李明磊）

新乡又中大奖了！

4月10日，平顶山41540321投注站负责人张晓辉

告诉笔者，这两天站点里很平静，以前有彩民中奖了还

来站点跟工作人员热热闹闹庆祝一下的，这次中奖的彩

民很是低调。

4月8日，福彩“七乐彩”开奖，该投注站一彩民在

30个号码中，完美选出一等奖组合号“6、7、9、12、23、

29、30”+特别号“14”，中得大奖112万元，当期“七乐

彩”开奖全国中奖仅此一例。

福彩41540321投注站位于平顶山叶县叶廉路西

段，毗邻昆阳商场等商圈，人流量较大。“当天，我接待了

40个顾客左右，有一部分是很熟悉的老彩民，也有一部

分是新彩民。人多，业务十分繁忙，中奖彩民什么情况

我现在也说不好。”张晓辉说，他是在第二天“七乐彩”开

奖后，才知道站点有彩民中了一等奖。

从事彩票销售多年，福彩41540321投注站取得了

十分喜人的成绩。张晓辉告诉笔者，除了双色球一等奖

外，他的站点几乎开出了所有的奖项。“双色球二等奖，

‘22选5’游戏，我这里每年都能开出几个。”他说。

好心态是中奖关键。在张晓辉眼里，所接触到的很

多彩民心态都非常好。“我的很多客户过来买彩票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中奖不中奖不重要，买彩票就当是给国

家福利事业作贡献了。他们的心态都特别好，这才是中

大奖的关键。”他说。

（福彩中心）

开出“七乐彩”一等奖后 叶县这个福彩投注站点很“平静”

机构全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中心支公司林州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47131
机构编码：000012410581001
成立日期：2005年5月13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
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
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
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
理赔。
负责人：郭强
机构地址：林州市桃园中路
联系电话：0372-2913555
机构全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周口中心支公司南郊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59040
机构编码：000012411602002
成立日期：2007年9月11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
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
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雷静
机构地址：周口市川汇区南郊乡车站路铁路
局17号
联系电话：13603871237
机构全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武陟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45049
机构编码：000012410823
成立日期：2007年9月24日
业务范围：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授权决定。
负责人：金小涛
机构地址：武陟县东环路
联系电话：0391-7285585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保险许可证”遗失作废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保险许可证”遗失作废，
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