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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市场 4
农村版

捐赠名单（部分）

省劳模崔培军（河南矿山董事长）：捐款200万元

洛阳大张实业公司：捐款500万元

建业集团：捐款500万元

宝丰酒业：捐款300万元

卫华集团：捐款100万元

奇瑞控股集团：捐赠3500万元

许昌市劳模李小冰（恒达集团）：捐款150万元、物资价值80万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禹州锦信水泥、省劳模王保太捐款200万元

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状企业新奥集团：捐款200万元

偃师建龙微纳公司：捐款100万元

河南发恩德矿业：捐款100万元

省五一劳动奖状企业河南五建：捐款100万元

卫华集团：捐款100万元

（名单由河南省总工会提供）

全国劳模秦英林及牧原股份：捐款1亿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企业安钢集团：捐款3000万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企业双汇集团：捐款1500万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企业宇通集团：捐款1000万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企业宛西制药：捐款捐物1000万元

全国劳模于东来（胖东来集团董事长）：捐款1000万元

全国劳模薛景霞（郑州康利达董事长）：捐款500万元

全国劳模姚忠良（郑州白象食品董事长）：捐款500万元

全国劳模裴春亮（春江集团书记）：捐款500万元

全国劳模范海涛（孟电集团书记）：捐款500万元

全国劳模邓志军（新乡诚城集团）：捐款500万元

省五一劳动奖状企业河南利源集团：捐款330万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企业羚锐制药：捐物300万元

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状企业三全食品：捐物258万元

□本报记者李海旭

7月27日，记者从河南省总工会获

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5日12时，

全省635名劳模先进人物、415家五一劳

动奖状企业等，捐款捐物3.58亿元（其中

捐款3.12亿元、捐物折合4545.6万元）。

从7月20日起，罕见的特大暴雨接

连袭击郑州、新乡、鹤壁、安阳等地，不少

地方须臾之间成为泽国。暴雨无情人有

情，大灾面前有大爱。河南各行各业职

工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肩、守望相助，全

省各级工会组织闻“汛”而动、主动作为，

广大劳模先进人物再次冲锋在前、奉献

于先，共同谱写了一曲风“豫”同舟、“豫”

见真情、“豫”战愈勇的壮歌。

在防汛抗洪、抢险救人、守堤固

堤、保电保水保畅通保安全的第一

线，劳模先进敢打敢拼、特别能战斗，

成为引领广大民众众志成城、共御洪

灾的耀眼旗帜；在城市农村，劳模先

进带头捐款捐物、特别能奉献，尽己

所能积极为前方抢险救灾供应物资、

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生活。正如省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寇武江所

说：“要把防汛救灾这个特殊战场作

为发现劳模、培养劳模、选树劳模的

舞台，以劳模精神激发出同心协力战

胜汛情的强大正能量。”河南广大劳

模无愧于时代脊梁、先锋模范称号，

积极投身防汛抢险的每一位职工，都

是老百姓眼里的“最可爱的人”，都是

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传承人、实践者！

全省劳模先进人物、五一劳动奖状企业等，捐款捐物3.58亿元

防汛救灾 劳模在行动

首批500万元物资驰援河南！

广药集团用爱心构筑“抗洪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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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吴少茹

7月26日，广药集团继续发扬大爱

精神，通过广州市慈善总会，向河南省

慈善总会、河南省卫健委、卫辉市人民

医院等捐赠首批500万元物资，支持河

南防汛救灾。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总经理杨军，广药集团党委委

员、工会主席李锦云，广药集团市场策

划部部长姚江雄，王老吉药业副总裁贺

庆，白云山星群药业董事长、总经理孙

维广等领导出席捐赠仪式。

一场暴雨席卷中原腹地，迅速占据

了大众视野。郑州陷入一片汪洋之中，

“新乡暴雨”“卫辉暴雨”等灾情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洪涝无情人有情。此

前，广药集团旗下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克

服困难、争分夺秒，与多家媒体一起，向

河南省卫健委、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大

一附院、郑大三附院、阜外华中医院、郑

州市中心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

地铁、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郑州市红

十字会等单位，送去王老吉凉茶、刺柠

吉、大寨核桃露、椰柔椰汁等近1万箱

健康饮品，价值77.7万元。酷暑盛夏，

为高温下抗洪救灾的战士们及受灾群

众送去清凉与健康。

广药集团旗下王老吉大健康公

司、花城药业、王老吉药业、白云山和

黄、白云山星群、白云山光华、白云山

陈李济等众多企业也通过各种方式竭

尽全力将防疫物资驰援河南灾区。

7月21日、22日，广药集团旗下

的王老吉药业分批将援助物资送到

一线防汛指挥部、中原路抢险现场、

航海路救援现场，为一线救援队、武

警官兵、警察、环卫、市政防汛抢险、

中国安能等救援人员送上了王老吉

爱心凉茶。

7月23日上午，白云山和黄中药

河南团队赶赴周口市西华县及南阳市

方城县，为一线防汛干部群众送去5万

袋白云山板蓝根颗粒以及迷彩服、军

用鞋、手电筒各180套的赈灾物资，

水、方便面、救生衣共600件赈灾物

资。7月24日，把白云山复方板蓝根

颗粒共2万袋、84消毒液1.2吨，以及

卫生纸、胶鞋、雨伞、雨衣、矿泉水共计

605件赈灾物资，送达受灾严重的郑州

市中牟县姚家镇；把200箱矿泉水、50

箱方便面、30箱面包，送达郑州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消防队。同一天，河

南新乡受灾情况严重，加急运送白云

山板蓝根颗粒、白云山口炎清颗粒共

22800袋以及84消毒液、创可贴、碘伏

消毒液共计332件赈灾物资，分别送

达蓝天救援队驻点、新乡市消防支队

等救灾物品接收点。

白云山花城药业第一时间联合华

润河南医药公司，迅速向灾区物资接

收点运送抗病毒口服液、猴耳环消炎

片等防疫物资，通过直升机空运到河

南巩义助力灾区群众抗灾防疫，确保

大灾过后无大疫，保障灾区群众的生

命健康。

7月24日，白云山陈李济当即调拨

药品物资，先后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海王医

药集团、安阳仙鹤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省爱森医药有限公司以及新闻媒

体，向河南巩义、新乡、安阳等受灾严重

的地区，提供一批用于治疗喉咙痛、肠

胃腹泻的中成药——陈李济喉疾灵胶

囊、补脾益肠丸等急需药品及紧急生活

物资，为一线抗洪救援人员及受灾民众

疾病防治提供支援。

在广药集团的支持下，广药集团

河南营销中心的工作人员以最快速

度，携手华润医药筹备了价值100万

元的救援物资，并于26日在河南郑州

与广药集团总部同步举办了捐赠仪

式。白云山板蓝根、虚汗停颗粒、安宫

牛黄丸、感冒灵颗粒、抗病毒口服液、

清开灵颗粒、小柴胡颗粒、补脾益肠

丸、人丹、风油精……一箱箱中药产品

堆成了一座小山。广药集团营销俱乐

部河南分会常务副会长颜为鉴向记者

介绍说：“我们这次捐赠的价值100万

元药品，都是广药集团的老字号药品，

可谓家喻户晓，而且多数是中成药。

这些药品具有清热解毒、预防和治疗

感冒、补脾益肠等功效，都是抗洪救灾

所需要的药品。在郑州捐赠的这批价

值100万元的药品，于27日快速送往

河南受灾严重的新乡市区、卫辉市、扶

沟县。”

据了解，多年来，广药集团及下属

企业通过广州市慈善会开展过许多公

益活动，扶贫济困、赈灾救援、送医送

药下乡等。广药集团李楚源董事长表

示 ，“广药白云山 爱心满人间”不仅是

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广药集团将道

德的基因植入企业生命的体现。无论

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捐赠的抗疫物

资，还是本次助力河南抗洪救灾的爱

心物资，都是广药集团弘扬“爱心基

因”，用实际行动构筑战疫、救灾防线

的真实写照。

7月24日，为认真做好灾后重建

工作，中牟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党员志

愿者来到韩寺镇受灾较为严重的刘庄

村帮助农户抢收农作物，尽可能帮助

农户减少损失，以实际行动援助灾区

的重建工作。

上午8时许，该局检测中心孙海

霞主任带领30余名志愿者来到受洪

涝灾害严重的田间地头，主动帮农户

抢收被洪水浸泡的冬瓜。志愿者无暇

顾及地里的泥泞和令人汗流浃背的高

温，排成一条长龙，通力合作，挨个传

递，把冬瓜运送到路边，方便农户进行

运输。

临近中午，在志愿者的通力合作

下，5000余斤冬瓜被成功搬运至路

边。农户感激地说：“如果不是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志愿者们帮忙，这些冬瓜两

天也搬运不完，长时间浸泡再加上高

温，冬瓜就会全坏在地里。你们为我们

避免了损失，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连日来，该局全体班子成员带领

党员志愿者们分成五个工作队，投身

受灾严重的韩寺镇，实行24小时值班

制度，支援灾后重建。同时，结合局中

心工作，该局工作人员巡查受灾电梯

等特种设备进水情况并对其后期处置

进行指导，对全县各类生产企业进行

灾后受损情况排查摸底，帮助企业恢

复生产。 （马若雨）

日前，桐柏县公安局大河派出所

为了确保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主

动联系桐柏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管

理大队。在派出所的配合下，桐柏县

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管理大队对大河

镇辖区所有超市、药品零售点进行安

全检查。一是检查食品药品是否过

期，二是检查食品药品是否符合食品

药品安全标准，三是对辖区单位食堂

的米、面、菜进行突击检查，对心存侥

幸的经营者给予有力震慑。他们发现

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其中在对一家食

堂的牛肉抽查过程中，发现其中含有

盐酸克仑特罗，随即将该案立案侦查。

另外，他们对大河镇辖区的小吃

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包括油条店、蛋糕

店、卤肉店、豆芽店、烤鸭店，对小吃店

行业进行一次“大体检”，让经营者体

会到在群众服务上不敢掺假，让辖区

群众吃上放心菜、放心米面。同时也

对辖区群众集中的农贸市场、超市等

地点，邀请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对群众

进行宣传教育，要求从事农产品种植、

生产、销售环节的群众开展经常性的

道德、责任教育，从思想根源上把住质

量安全关，同时鼓励群众发现问题及

时举报。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保护人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十分重

视食品质量安全，大河派出所此次联合

县市场监管局对辖区食品安全进行的

这次大清查，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

众的关怀。 （岳林雅）

中牟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灾后重建志愿服务

桐柏县市场监管局

联合公安部门 维护舌尖上的安全

7月17日以来，河南遇到极端强降

雨天气，多地遭遇特大水灾。河南的灾

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作为河南本土成长起来的白酒龙头

企业，仰韶酒业根植中原，深爱家乡，面对

河南特别是郑州发生的这次灾情，仰韶酒

业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动员全厂3000多

名员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并对经销商及

商户表示深切的问候，倡议各商户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同时，仰韶酒业与郑州、与

河南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向郑州市红十

字会捐助200万元现金、向河南受灾地区

捐助价值100万元物资助力防汛救灾，展

现了豫酒龙头的情怀和大爱。

面对当前依然复杂严峻的灾情形

势，在捐助300万元支援一线防汛后，仰

韶酒业党委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迅速组织开展了防汛救灾帮扶活动，得

到了企业全体党员和职工的积极响应。

同时，仰韶酒业秉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的理念，面对灾情当机立断，设立防汛值

班小组，提高责任意识，做好厂区、公司、

仓库、办事处等重要地点人员、物资、巡

查的“三到位”。

在保证生产线、办事处、公司员工营

运稳定、环境安全的基础上，市场上各业

务经理通过微信、电话多种方式了解落

实所辖经销商、联盟商的灾情状况，根据

需要进行仓库排水、物资提供等帮助，对

于受灾严重的经销商保证给予受损商品

免费调换。

与此同时，仰韶酒业捐赠的饮用水、

即食食物、洗漱消毒物资，在地方政府的

协调下，确保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确保迅

速送到防汛一线人员手中，为救灾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据了解，早在10年前，“公益仰韶”就

成了仰韶酒业的六大战略定位之一。仰

韶酒业公司每年在全省18地市开展“爱

心助考”、百万公益助学活动，每年投入

近千万元为消费者提供代驾服务。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仰韶酒业捐

助善款物资共计310万元。在此次防汛

救灾战斗中，仰韶酒业再次捐款捐物，用

实际行动让大家感觉到人间大爱，充分

体现豫酒龙头的企业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李海旭刘景华）

“公益仰韶”显担当

300万元善款物资支持防汛救灾

灾情揪心，救援同心。仲景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迅速组织生产，通过郑

州慈善总会向受灾地区捐赠30万瓶

香菇酱，作为食品救灾物资，助力灾区

人民共渡难关。

7月22日晚，仲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老厂区被暴雨突袭，生产线员工

全力以赴，保证了支援物资仲景香菇

酱顺利生产。7月 23日上午10时，

30万瓶仲景香菇酱迅速有序装车。

当日12时，7辆货车带着1000名仲

景人的暖心祝福，以及西峡县15万菇

农的心意，一路向北，驰援郑州，助力

郑州受灾人民共渡难关。

（屈云鹏安子逸文/图）

30万瓶仲景香菇酱为郑州防汛救灾加油

满载仲景香菇酱的车辆在向郑州进发满载仲景香菇酱的车辆在向郑州进发。。

广药集团郑州捐赠仪式现场广药集团郑州捐赠仪式现场。。

仰韶酒窖仰韶酒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