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李躬亿）4月27日，

记者从省征兵办公室了解到，河南省第

六届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专场双选会暨

2019年大学生征兵工作启动仪式在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举办。

启动仪式由省军区动员局、省教育

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等部门联合举办。

本次双选会邀请了中牟县司法局、

商丘学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力源教育

集团郑州吉利职业培训学院等近300家

用人单位前来招贤纳才，提供总经理助

理、人力资源管理、教练、会计、医生、教

师、文员等就业岗位9500个。

各用人单位现场设置招聘服务台，

与退役大学生士兵互动交流、双向选

择，当天，约有1500人达成初步就业意

向。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武鹏
亮）近日，《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

2019》发布，河南有4个城市跻身全国百

强城市榜单。

报告在前期60多个指标、超过万条

数据基础上筛出27个指标、约万条数据，

以此建立多维度、多层次、可验证的城市

发展潜力基本面+市场面评价模型，从城

市人口现状、人口潜力、购买能力、住房

供给和市场面等指标，对全国除三沙市

外的336个地级城市的发展潜力进行客

观排名。河南18个省辖市中郑州（11）、

洛阳（60）、许昌（65）、安阳（91）4个城市

进入百强。

我省四市跻身全国百强城市

第六届退役大学生士兵
就业双选会在郑州举办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贺书
云赵笑菊）4月27日至28日，2019环中

原自行车公开赛洛阳洛宁站暨第五届

“穿槐花长廊·赏嶕峣风光”国际自行车

赛在洛宁启幕，来自国内外432名选手云

集洛宁。

本届赛事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

总会、中国致公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致

公党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

会、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洛宁县人民政府

承办。历时两天，竞赛项目有公路精英赛

男子组80公里，山地车赛男子甲组30公里，

山地车赛男子乙组30公里，山地车赛女子

组15公里，洛阳本地山地车赛男子组15公

里，洛阳本地山地车赛女子组15公里。

据了解，公开赛期间还举行了招商

引资项目对接暨集中签约活动。签约仪

式上18个新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45.28

亿元，涉及智能制造、现代高效农业、现

代物流、文化旅游等产业，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导向，契合企业和洛宁发展方向。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4月26日，第

十一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以下

简称“航空节”）新闻发布会在河南省政

府新闻发布厅举行。本届大会由省发改

委、体育局、文化和旅游厅、侨联、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总

会联合主办，将于6月3日至5日在安阳

举行。

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靳磊介绍，今

年航空节共安排飞行表演13项、竞赛3

项，与往年相比将更具观赏性。主要看

点有“空中芭蕾”，由国家跳伞队队员担

纲，惊险刺激；“龙腾盛世”，30名国内顶

尖动力伞运动员在空中翻腾，犹如巨龙；

“特技飞行”，喷气式战斗机单机特技飞

行，续写安阳传奇；“竞速表演”，飞机与

汽车、摩托车同场竞技，扣人心弦；“角逐

蓝天”，滑翔伞世界杯时隔9年重返太行，

高手过招，精彩不断。

此外，今年航空节将邀请国内外行

业权威专家、学者，举办2019年中国（安

阳）航空产业发展研讨会，提出通用航空

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围绕“无人机

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等问题，举办国家

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双减项目研讨

会；举办通用航空静态展示，超过200架

各类大型飞行器将集中亮相。

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6月举行

2019环中原自行车公开赛洛宁站举办

一场体育赛事引来45亿元投资

本报讯 （记者田明）4月28日，省

通信管理局向社会公布2018年度全省

电信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2018年全省

电信用户满意度为83.15分，较上年提

升0.50分，连续4年达到“满意水平”。

其中，省移动、电信、联通公司用户满意

度分别为83.28、83.24、82.88分。

针对测评中发现的问题，省通信管

理局督促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

决，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持续推

进网络提速降费；进一步提高网络质量；

梳理优化业务规则、畅通业务办理渠道；

加强服务支撑，提高用户投诉解决率；加

大骚扰电话、诈骗电话打击力度。

本报讯（记者田明）在“五四”青年

节来临之际，“出彩河南人”之第二届最

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结果出炉，10名

大学生获此殊荣。4月27日晚，“出彩河

南人”之第二届最美大学生颁奖典礼在

郑州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

网信办、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团省委

等七部门共同主办。

本次活动分推荐、初评、终评、表彰

四个阶段进行。最终推选出10名“出

彩河南人”之第二届最美大学生，他们

分别是：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王勇、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申艳霞、郑州大

学刘安、铁道警察学院李晟婷、郑州大

学李露、河南大学何海珊、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陈笑笑、郑州轻工业大学赵永

博、河南科技大学曹君娴、河南农业大

学谢湛。

4月 25日，由郑州

市金水区人社局主办、

未来路街道办事处承办

的第十三届企事业退休

人员老年栏式足球赛欢

乐开赛，共有来自12个

代表队 80余名运动员

参赛。赛场上，离退休

老人们赛出了风格、赛

出了友谊、赛出了水

平。苗红娇 摄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4月28日，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在信

阳广电演播中心开幕，来自澳大利亚、美

国、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15个国家和

地区的23位国际茶商代表以及国内众多

知名茶商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本届茶文化节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和信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围绕

“茶界的盛会,市民的节日”主题安排了茶

事、经贸、展示展销和文化体育等多项活

动，时间从4月20日持续到5月1日。

自1992年以来，信阳已经连续成功

举办了26届茶文化节，先后吸引20多个

国家的客商及海内外侨胞、港澳台同胞7

万多人光临信阳。尤其是近几届茶文化

节，每年都有国内外近200家茶企业参

展，超过10万人次参观采购。

2018年，信阳毛尖以63.52亿元的品

牌价值，再次荣登“2018中国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排行榜第二名，并入选

全国“最具品牌带动力的三大品牌”。

截至目前，信阳市茶园面积达212.5

万亩，产值112.4亿元，茶农人均种茶收入

达到6000元，已成为我国长江以北地区

最大的茶叶产销集散地，“南茶北销、国茶

外销”的重要平台和独具特色的茶文化旅

游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军)

4月26日，记者从鲁山县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

（鲁山）第三届世界汉字节暨仓颉文化系

列民俗活动将于5月2日在该县仓头乡仓

颉文化广场举行。

据介绍，本届世界汉字节有中华汉字

诗赋大会、西鲁讲堂、“仓颉文化”全国有

奖征文大赛等活动。其中，中华诗赋大会

以汉字填空开始，对汉字造型形式进行解

析，以仓颉“飞花令”引出仓颉赋，千名师

生共同诵读仓颉赋，并立体演变汉字“打

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美丽新鲁山”。

仓头乡仓头村现已被河南省政府命

名为历史文化名村，并列入传统村落保护

名录，“仓颉造字”被平顶山市政府确定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届世界汉字节
将在鲁山举办

第27届信阳
茶文化节开幕

4月28日，记者来到鹤壁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古城街道办事处杨吴村，青砖黛

瓦的屋舍迎面而来，10米宽的村道两侧

栽满绿植，整个村庄干净整洁、古朴雅致。

谁能想到，眼前生机盎然的和谐先进

村，一年前还因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导致村

民纠纷较多、人心涣散，发展滞后。翻天

覆地的变化究竟如何发生?问来问去,大

家都推给“老杨”来说。

见记者有些疑惑,古城街道办事处主

任助理栗培元解释说:“‘老杨’是我们

‘请’回来担任杨吴村党支部书记的杨春

利,他以前当过兵，退役后一直在外工作，

是村里公认的‘能人’。”

“返乡之初，经过走访考察，我们一方

面逐一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开展

改善人居环境工作，大伙儿共同努力才

有了现在的结果。”杨春利指着村中主干

道说，由于部分村民将临时板房和菜园

建设在道路两侧，该村主路只剩6米宽，

会车困难。了解情况后，村“两委”干部

积极动员村内党员、老教师、退伍军人等

有威望的村民组成团队，经过一个多月

的反复劝说，将20多间临时板房全部拆

除，在拓宽道路的基础上，又在两侧栽满

了绿化树。

“要不是春利，我家的房子到现在也

建不成。”村民杨焕玉告诉记者，他因宅

基地界限问题与邻居产生矛盾纠纷，多

年来一直未解决；直到去年8月，杨春利

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出面协调，这起

持续了 20 多年的矛盾纠纷才得以解

决。“孩儿该娶媳妇了，房子一直没定下，

你说我能不急吗？现在好了，邻居把地

方让了出来，新房子一层已经封顶了。”

杨焕玉说。

从村委会大院出来，记者看到西边的

工地上人头攒动，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那里以前是臭水沟，垃圾遍布，夏天苍蝇

满天飞。”说起村里的变化，在附近居住的

杨春茂感叹道，“现在臭水沟马上要变成

街边游园，雨污分流管道遍布村里，天然

气也通到各家各户。”杨春茂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前液化气每罐100元，一罐只

能用40天左右；现在天然气开通1个多

月，仅花费30多元，能节省一大半费用。

随着该村人居环境日渐改善，历史遗

留问题逐一得到解决，村民对村“两委”干

部的工作愈发支持。“以前开会商量事情，

村民要么不参加，要么见面就吵闹；现在

人心齐了，事儿也好商量了，杨吴村已由

后进村转变为先进村。”栗培元说。

“当兵经历让我受益颇多，要做就要

做得更好，我们村的乡村振兴才刚刚起

步。”看着正在修建的游园，杨春利说，未

来将在不断提升村容村貌的基础上，新建

养老院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

富增收。

4月27日，在洛阳高新区丰李镇芍药花海，母女三人在尽情地拍照留影。尽管当天气温较低，依然挡不住游人赏花的脚步。五一

期间，该镇的千亩芍药花将全面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
鹏）4月26日，“窑火斑斓——郏县黄道窑

瓷器精品展”在郏县博物馆开馆，展出时

间为4月26日至6月26日，共展出平顶山

市博物馆、郏县博物馆、郏县文物保护管

理所和郏县黄道窑陶瓷研究所珍藏的黄

道窑瓷器精品135件。藏品跨越唐、宋、

金、元四个时期，器形丰富，是郏县古陶瓷

业历史发展的见证。

据介绍，郏县黄道窑位于该县县城

西北12公里处的黄道村东马蹄河（又名

粉浆河）畔，因窑址在黄道村而得名。

1962年和1983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委员冯先铭曾两次来到黄道古窑

遗址考察，发现了唐代窑变花釉标本，得

出窑址系“唐钧窑”。并认为唐钧是宋钧

瓷的源头，开启了陶瓷窑变之先河，推动

了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由单色向多色釉的

发展。自此，沉默千年的黄道窑陶瓷烧

造技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郏县黄道窑瓷器
精品展开馆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少
佳胡中岳）4月28日，共青团中央、全国

青联在北京举行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颁奖仪式。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

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获得“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并参加颁奖典礼。张玉滚是

此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河南省唯一获

得者。

据悉，为集中展示新时代青年的

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激励和引导全

国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投

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

程，经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

审会议评审，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

前决定，授予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电焊工特级技师王中美等30人第 23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张玉滚作为

此届奖章河南省唯一获得者而备受关

注。

张玉滚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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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古城街道杨吴村

凝心聚力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左易和通讯员王利英

芍药花开春满园

我省电信用户满意度测评出炉
连续4年达到“满意水平”

第二届最美大学生揭晓

本报讯 卫辉市农信联社紧紧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下沉信贷资源，深耕

农村市场，以整村授信、信用评定为抓

手，“三发力”助推乡村振兴。

联社发力总体规划。联社党委对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研究，结合卫辉农信社

业务经营实际，将信用乡镇村户评定作

为主要抓手，制订详细的精细化营销、信

用乡镇村户评定方案。

网点发力全员营销。全辖24个基

层网点全面与辖区内各村庄对接，选取

信用度较高、征信氛围较好、经济基础较

强的村庄，与村委干部结合，入村开展信

用户评定。

部室发力做足保障。业务管理部对

各网点上报的信用户信贷资料优先审

核、审批；个人金融部每周对全辖网点对

接村庄、评定户数、授信户数等详细统

计；由各部室经理组成督导组，对基层网

点信用评定开展无缝对接督导，及时解

决存在的问题。

卫辉市农信联社自2018年 11月

14 日启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以

来，对接村组（单位）193个，采集信息

5768户，办理信用小额贷款523笔，金

额4383万元，有效激活了农村经济的

末梢，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加快发展。

（原振华田明伟）

卫辉市农信联社

信用评定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马鸿钧 曹国宏）4月

28日，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暨第九届

中国月季展在南阳市世界月季大观园隆

重开幕。大会由世界月季联合会、中国

花卉协会、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会主办，

河南省花卉协会、南阳市人民政府承办，

来自全国49个城市、50多家月季科研院

所和月季企业共同参展，澳大利亚、比利

时、德国、法国、日本、美国、英国、荷兰等

18个国家的84位专家学者、领导和嘉宾

参会交流。

大会首先由南阳市市长霍好胜致

辞，紧接着举行了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

会纪念邮票暨花中皇后南阳月季第七套

邮票揭幕仪式。随后，世界月季联合会

主席艾瑞安·德布里女士及中国花卉协

会副秘书长、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工会会

长依次上台讲话。在2019世界月季洲

际大会暨第九届中国月季展开幕顺利启

动之后，各位参会领导与嘉宾尽情参观

游览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共享月季盛

宴。

南阳市市长霍好胜在开幕式致辞中

表示，将以此次盛会为载体，让大家与美

丽的月季邂逅，与丰富的文化沟通，举办

一届美轮美奂、永不落幕的月季盛会。

将以此次盛会为平台，进一步扩大开放、

深化合作，打响南阳月季品牌，建设世界

月季名城，让南阳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南阳，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中，实

现南阳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让卧龙腾

飞、使伏牛奋起。

据悉，本次盛会是南阳有史以来承

办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专业花

事盛会。此次大会以“月季故里·香飘五

洲”为主题，以实现“引领月季事业发展，

传承世界月季文化”为目标，围绕“以花

为媒，文化为魂，交流合作，绿色发展”的

理念，彰显“百姓盛会、文化盛会、园林盛

会、友谊盛会”特色，旨在加强国际合作、

突出地域特色、打响“南阳月季甲天下”

品牌，让世界倾听月季花绽放的声音。

月季故里绽芳华 大美南阳聚宾朋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暨中国月季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