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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万人助万企 发展添动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常洪
涛 马松昭）“民宿业的蓬勃发展使我村

人气大增，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

或搞养殖、卖山货赚钱，村里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热闹。”近日，在鲁山县农家乐

（民宿）产业发展推进会上，尧山镇上坪

村党支部书记窦纪增在发言时说。

据介绍，从2019年开始，鲁山县和

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持续

开展农家乐星级评定工作，目前全县星

级农家乐已达155家，其中三星级以上

农家乐64家。今年，鲁山县继续把农家

乐星级评定工作纳入综合目标考评体

系，县政府继续对评定为四星级、五星

级的农家乐分别给予四万元、五万元的

奖补，对评定星级农家乐5至10家和10

家以上的村，每评定上一家分别奖励村

里2000元和3000元。

□本报记者刘婷婷

近年来，我省在“河南好粮油”品牌建

设和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叫响了“三全”“思

念”“白象”“想念”“多福多”等一批闻名全

国的企业与品牌，开发出一系列优质粮油

产品，中高端产品比例不断提高。为落实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河

南粮油公共品牌建设，8月6日，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向社会大众公开征集河南省粮

油区域公共品牌名称、标语和标识（LOGO

形象），并对选中人士给予现金奖励，欢迎

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共同推进我省粮油公

共品牌发展。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二、征集内容
河南省粮油区域公共品牌名称、标语

和标识（LOGO形象）。

三、征集时间
2021年8月6日至2021年9月6日。

四、征集对象

1.所有热爱、支持和关心河南粮食产

业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均可参与。

2.任何与本次征集活动组织、评选工

作有关的人员，均不具有参赛资格。

五、征集要求
1.应征宣传名称、标语和标识（LO-

GO形象）应结合河南粮食产业发展实

际，突出河南粮油加工业发展特色，体现

河南粮食文化。

2.宣传名称原则上不超过5个字。

应简单响亮、通俗易懂、利于传播，符合

大众认知，方便理解和记忆，不侵犯其他

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益，应能完成商标注

册。参赛作者投稿前请自行检索作品是

否冲突（查询网址：http://sbj.cnipa.

gov.cn/sbcx/）。

3.宣传标语原则上不超过16个字，

应有辨识度，容易记忆，便于宣传。

4.宣传标识（LOGO形象）要造型美

观、精炼简洁，视觉冲击力强，色彩运用

协调醒目，形象显著易识别，延展性较

好，能较好地体现出品牌的核心价值与

特点。设计须包含图形标识（和文字）设

计稿，附有对创意的文字说明，包括设计

的图样、三维效果图、技术文字说明，以及

设计图样的理念说明等。电子文件JPG、

TIFF、RGB 格式均可，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同时提供矢量原始设计图。

六、投稿方式
发送电子邮件投稿，可将应征作品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邮箱（ggppzj@

126.com）。投稿邮件请在标题注明“河

南省粮油区域公共品牌”字样，并在邮件

内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具体事宜

咨询：马帅 0371-65683620。

七、评审及奖励办法
1.本次活动由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组织开展，评审结果由省局研究决定。

2.根据评审结果确立奖励等次，评审

结果公示3个工作日。

3.活动设立奖项及奖金如下：

评选出的宣传名称作者获得奖金3

万元并颁发获奖证书；评选出的宣传标语

作者获得奖金3万元并颁发获奖证书；评

选出的宣传标识（LOGO）作者获得奖金4

万元并颁发获奖证书。

上述奖金金额指税前金额。获奖者

应按照相关国家及地区（包括但不限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纳税。

八、其他事项
1.作品一经提交，即视为已明确同

意活动主办方拥有其作品的使用权，主

办方将该作品用于展示、宣传等，不再

另付稿酬。主办方拥有获奖作品的所

有权、使用权、注册权及发布权等相关

权利，对作品有权进行适当修改。

2.投稿人须保证所投稿件为本人（单

位、组织）最新原创，未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凡涉及著作权、版权纠纷等法律问

题，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投稿人自行承担，

活动主办方不承担法律责任，并以此内容

视同完成告知义务。

3.奖项以单个作品为单位授予，如获

奖稿件作品相同或相似，以先投稿者为准

（依收到时间为先后次序）。鼓励投稿人

一并投稿宣传名称、标语和标识（LO-

GO）。

4.主办方保留对此次活动的最终解释

权。一经参加应征，即视为同意本条款。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明
奇陈帅鹏朱哲）“县里自上而下对我们

关爱有加，企业发展环境更好了，办事

更顺畅了，我们加快发展的劲头更足

了！”8月6日，提及舞阳县开展的“万人

助万企”活动，河南金山化工集团副总

经理侯红伟说。

据了解，该公司在发展中存在探采

矿权、三期小苏打用地、集中供热用地

等系列问题，分包该企业的相关领导带

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6次现场调研，

列出工作台账，明确责任人和责任单

位，使各项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舞阳县全面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以来，像河南金山化工集团这样被县

里集中力量解难纾困的企业不在少

数。对于金骄阳饮品改造天然气成本

较高问题，县里迅速召集相关部门现场

研究，通过沟通协调，天然气公司以最

低价格进行改装，为企业节省资金23

万元；对于中联建材厂区雨污水倒灌问

题，县里组织相关部门实地调研，督促

县城管局全面排查、管道疏通，如今排

水通畅。在县级分包领导和驻企单位

深入企业帮扶下，该县共收集各类企业

上报的问题217项，已解决76项。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于需多个部

门协同发力的企业问题，舞阳县政府通

过召开服务企业周例会、现场办公会等

方式，将企业、部门召集起来，面对面沟

通研究，推动一些复杂问题加快解决。

目前，共召开8次服务企业周例会，涉

及用地、融资、防汛、排水等10个问题

已解决或正在解决。

“我们对排查收集到企业亟待解决

的各类问题，组织工作专班，按照‘一企

一策、一事一策’的方式拿出完整解决

方案，真正帮到点、扶到位。”舞阳县委

书记王彦民说，不仅要帮扶企业落实政

策、解决问题，还要引导企业明晰发展

方向，明确发展路径，推动企业快速稳

健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

杨慧怡 石岚 杨高洁）“电费贵，

对烘干机煤改电降费政策不太了

解……”近日，洛宁县发改委接到

洛宁县菌丰菌业专业合作社打来

的电话后，立即深入企业了解详细

情况，协调县供电公司营销部进行

对接，使合作社顺利享受到优惠电

价。

据了解，洛宁县“万人助万企”

活动启动以来，该县发改委迅速召

开专题会议全面动员部署，明确职

责分工，将分包联系的6家企业责

任落实到人，领导班子带头深入联

系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听取

意见诉求，协调督促问题解决，并

针对“万人助万企”领导小组办公

室交办的4项问题，专门召开会议

集中研判，逐条提出解决办法。

同时，该县研究开发集“惠企

政策、企业诉求、投诉举报、结果反

馈”等功能于一体的“洛宁县营商

环境‘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服务平

台”小程序，于7月2日正式上线

后，县发改委立即“报到”，收集诉

求建议，协调问题办结，共为企业

推送惠企助企政策130条，接收解

决企业反映问题5起。

此外，紧抓重大项目谋划，紧

盯重大项目建设。7月10日，在该

县举行的全省 2021 年重大项目

“三个一批”活动暨海越食品果汁

饮料项目开工仪式上，共开工21个

项目，总投资50亿元。该县发改委

坚持全员上阵、紧盯进度、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项目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夏天
记者李燕）8月8日，记者从夏邑

县相关部门获悉，夏邑县北岭镇

北镇村姑娘李晶晶在7月30日东

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中获

得铜牌，并以6分01秒21创造该

项目中国队奥运最好成绩。

为探访小姑娘成长历程，记者

来到了李晶晶位于北岭镇的家，刚

一进家门，就被满满一屋子的奖牌

震惊到了。李晶晶的妈妈佟兰侠

说，李晶晶出生于1994年，从小喜

欢运动，个子长得快，13岁在北岭

镇上初中一年级时，个头就长到

1.77米，被选拔进县体校。由于父

母都在甘肃做生意，她又跟随父母

去了甘肃，进入甘肃省篮球队，三

个月后，开始改练皮划艇，2014年

进入天津体育学院改练赛艇，之后

的成绩也是一路上升。她2015年

便夺得全国冠军赛的亚军，2016

年获全国锦标赛金牌，2017年获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四人双桨金

牌，2018年获得雅加达亚运会女

子双人双桨冠军。

“我不怕吃苦，我一定要拿第

一。”这是每次出战前，李晶晶跟妈

妈说得最多的话。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 王
卫杰）8月8日下午，东京奥运会拳击女

子中量级（69~75公斤）决赛中，宁陵姑

娘李倩对战英国拳手普莱斯，这是中国

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的最后一项比

赛。最终，李倩不敌对手无缘金牌，收获

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在宁陵县石桥镇吴良吉村李倩的

家中，家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

睛地观看着实况直播，为李倩呐喊助

威。“倩倩拿了奥运会亚军，我很高兴，

感谢国家的培养！”李倩的爷爷李法力

激动地说。

据了解，1990年6月出生的李倩从

小就酷爱运动，上初中时，家人经过商

量将她送到商丘体校练习篮球，2006

年随家人到内蒙古生活，同年进入内蒙

古体育职业学院读书，2007年被拳击

教练员哈达巴特尔相中，把她调进拳击

队，就此开启了拳击生涯。李倩是国内

少有的女子中量级选手，2012年，就囊

括了拳击女子 75公斤级国内所有冠

军；2014年，获得仁川亚运会拳击女子

75公斤级银牌；2015年，首获亚锦赛冠

军，顺利拿到了里约奥运会参赛资格，

并收获了一枚铜牌；去年3月的东京奥

运会亚大区拳击资格赛，李倩的所有比

赛都是以5比0的绝对优势获胜。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鹏
赵东辉）“没想到村道也‘灯火通明’，还是

不用电线的路灯，晚上自动亮，白天自动

关闭，吸收太阳能。”8月3日晚，西平县出

山镇大于庄村村民王彦玲满意地说。

“这几年，路是越来越好走了，但一

直没有路灯，给晚上出行的村民和过往

车辆造成安全隐患。”村民沈明辉说。在

西平县自然资源局开展的“察民情、访民

意、聚民智、解民困”调研走访活动中，该

局了解到大于庄村道路无照明问题。为

此，该县自然资源局积极和供电部门沟

通，筹集公益性事业工程专项资金实施

“光亮工程”。

选址、挖坑、竖杆、回填、调试……县

供电部门安排员工安装，村民自发出工

出力，很快，248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覆

盖了村内街巷。

十万大奖等你拿！

我省公开征集粮油区域公共品牌名称、标语和标识

洛宁

企业有需要
部门来报到

舞阳“一企一策”解难纾困

奥运会拳击女子中量级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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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物资虽然送到了村民手中，

解了燃眉之急，但山路崎岖，运送货物困

难，不及时修复，随时都有塌方、房屋倒

塌的危险。青天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文敬

和村“两委”干部紧急商议：“打通碗窑河

村生命通道！”

说干就干，全村党员群众一呼百应，

7月24日，就冒雨开始修复这条生命通

道。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打通山路，

另一路徒步向碗窑河村传递信号，组织被

困村民从里往外挖，两头一起行动，抢夺时

间。

“我们快一分，村民的危险就少一

分。”百余名党员干部和群众汗流浃背，争

分夺秒清路障、固路基，累了在旁边的石

头上歇一会儿，渴了喝口矿泉水，饿了随

便吃两口东西垫垫，没有一个人叫苦叫

累。

老党员王文广拿起自家铁锹也加入

了：“咱青天河村代代相传的是啥？就是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青天河精神！几

十年前，村民们不怕苦不怕累，和全县人

民一起手凿肩挑修建水库，几十年后的今

天，我们依然能克服重重困难，重建家

园！”

长年在外工作生活的村民也从四

面八方赶了回来，加入救援队伍，没办

法亲自到场的也纷纷捐款捐物。周边

的馒头山村、江岭村、司窑村等村群众

也主动来帮忙，并为青天河村捐献面

粉、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青天河村先后

收到捐赠物资35批次，收到捐款三万

余元。

7月28日下午，在淅淅沥沥的雨

中，碗窑河通往外界的道路打通了！

出村路上，记者遇到了王盈盈、王

永鹏姐弟俩带着孩子，一起把50多件

矿泉水和5吨水泥卸到村口的空地上。

王盈盈说：“虽然我们姐弟俩现在住在

县城，但这里永远是我们的根，是我们

长大的地方，灾情来临，我们也应该义

不容辞为家乡出份力！”

“一次暴雨让我们看到了党群同心的

力量。青天河村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进行，寨豁乡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环境卫生消杀等工作。我相

信，风雨过后，寨豁乡必定更加美好。”齐高

杰说。

党群同心打通生命通道

四星级奖四万元 五星级奖五万元

鲁山要打造更多星级农家乐

□本报记者冯刘克通讯员葛宁

8月5日下午4时30分，电话那头声

音嘈杂，隐约传来“快快快”“准备仨口罩”

的喊声，终于有人接话了：“不好意思，您

是哪位？这会儿有点忙，待会儿我再回电

话。”接电话又挂掉电话的是郑州市惠济

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宋彩丽。

下午5时30分，宋彩丽回电话。“刚

才正在集结队伍，我们医院100名医护人

员已经奔赴各个小区，开始惠济区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天气炎热，医院还后备了

100名医护人员，随时准备顶上。”她说。

疫情当前，群众的安危、城市的秩序

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在党员的带动下，惠

济区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挺身而出，200

多名白衣天使写下“请战书”，按下自己的

手印，毅然决然奔赴疫情防控一线。

8月3日晚9时，惠济区人民医院儿

科科室，奋战两天两夜，完成首轮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的儿科护士长程旭心情

激动，拿起桌上的稿纸，郑重地写下一

封“请战书”。

“我把这封‘请战书’发到工作群后，

没想到普外科、普内科、重症医学科、消毒

供应中心、感染性疾病科等10多个科室都

先后发来了‘请战书’。”宋彩丽说。

“如组织需要，不论生死，坚守一

线！”“守护健康、捍卫生命是我们的天

职！”“有危险我先上，有困难我来扛！”

“只愿群众皆无碍，正是所求心头

愿！”……看着一封封“请战书”，宋彩丽

说：“平时，这些人一个个看起来朴实无

华，甚至柔弱娇小，关键时刻，她们竟是

如此铁骨铮铮、热血满腔。防护服里，汗

水浸透，一声不吭。累极了，躺在马路边

上睡上一会，接着再干。”

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马三蕊是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她说：“请战，我们都是自

愿的。大家坚定地选择逆行出征，就是

想用一颗红心化解人民的担心，用爱心

换取人民的安心。”

逆行出征，卡点值守，疫苗接种，核酸

检测……高温下，无数名党员干部、医生、

护士、志愿者的坚守，和每一名普通民众的

配合，都在为郑州恢复正常秩序积聚力量。

白衣天使战疫情

8月6日，在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的邢庄乡鑫晟纺织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声隆隆，一派繁忙。连日来，该公司在当地政府

的帮助下，在复工复产的同时，每天做好测量体温、车间消毒等工作，做到防疫生产两手抓。 李新义摄

西平县大于庄村

248盏路灯照亮回家路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星）8

月7日，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张

建慧到荥阳市汜水镇东河南村、巩义市

小关镇口头村调研督导灾后重建和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抓小，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张建慧在仔细查看地质灾害灾情

险情点地质条件等情况后要求。

张建慧说，针对灾害造成的损失要

坚持实事求是，应报尽报；迅速谋划，主

动服务好灾后重建工作，对灾后重建项

目，强化源头把控，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制度；技术单位要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做好技术支撑，指导建设项目科

学选址，确保灾后重建快速高效推进。

坚决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

后复查”制度，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工作，对排查出的隐患点，进一步压实

责任，确保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省自然资源厅

推进灾后重建 防治地质灾害

奥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夺铜

夏邑姑娘李晶晶““““““““““““““““““““““““““““““““““““““““““““““““““““““““““““““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艇””””””””””””””””””””””””””””””””””””””””””””””””””””””””””””””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