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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企业奖

国 有 企 业 及 企 业 家 获 奖 名 单国 有 企 业 及 企 业 家 获 奖 名 单

■年度领军人物奖
程日盛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菅明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年度人物奖
王 伟 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新莹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国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金春花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杨 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陈 建 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涛 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阙小军 开封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总经理

黄 明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辛俊峰 洛阳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建国 平顶山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红卫 驻马店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开封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封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封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

洛阳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平顶山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恒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周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领军人物奖
张瀛岑 河南省天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文青 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孙 锋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韩红安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学明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晓博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国胜 驼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晓彦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董事长

■年度人物奖
张敬国 正商集团董事长

郑新桥 河南楷林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永光 星联芒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勋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尚廷君 河南宏达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明江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翟李亚 河南科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志恒 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彪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跃庆 河南熔金高温材料董事长

陈留洲 郏县广厦房地产总经理

方 凯 周口凯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荣勋 河南汇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彬彬 焦作鸿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 坤 河南省四通锅炉有限公司董事长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桥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正商集团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河南海义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科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宏达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楷林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河南华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亚坤实业集团

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四通锅炉有限公司

河南省百泉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睿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名品彩叶苗木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维立特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世纪科技公司

河南中沃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朗陵罐酒有限公司

河南省蔡洪坊酒业有限公司

星联芒果集团有限公司

康桥悦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工大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索克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中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

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古城机械有限公司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济源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鼎泰高科有限公司

河南科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企业家 年 度 企 业 奖 获奖企业家

民 营 企 业 及 企 业 家 获 奖 名 单民 营 企 业 及 企 业 家 获 奖 名 单

近日，由河南日报社、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
开展的“2020河南社会责任企业”暨“2020社会责任突出贡献企业家”
推选活动经过前期报名、资料审核、公开投票、专家评审等各环节，现已
正式产生获奖名单，并在《河南日报》进行公布。本次活动共有500多家
企业报名参与，经过各环节筛选，最终确定80余家企业获奖。

本次推选活动是对全省企业及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一次

检阅，通过讲好河南企业及企业家的故事，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企业对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头作用，凝聚社会共识，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河
南企业及企业家勇担社会责任，践行社会价值，彰显应有担当。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企业
等市场主体积极应对各类挑战，全力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助力抗击

疫情、加快复工复产、推进“六稳”“六保”、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本次活动河南日报将充分发挥党报引领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大力
宣传和展示全省企业及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创新发展、敢于担当等
方面作出的贡献，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推动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智
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
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总结运用打赢脱贫攻坚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的重要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
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现就向重点乡村持续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适应“三农”工作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
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坚持有序衔接、平稳过渡，在严格落实脱
贫地区“四个不摘”要求基础上，合理调整选派
范围，优化驻村力量，拓展工作内容，逐步转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县级统筹、精准选派，
按照先定村、再定人原则，由县级党委和政府
摸清选派需求，统筹各级选派力量，因村派人、
科学组队；坚持派强用好、严管厚爱，严格人选
标准，加强管理监督，注重关心激励，确保选得
优、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坚持真抓实干、务
求实效，推动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用心用情用
力驻村干好工作，注意处理好加强外部帮扶与
激发内生动力的关系，形成整体合力。

二、选派范围

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
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将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加大选派力
度。对其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轻的
村，可从实际出发适当缩减选派人数。各地
要选择一批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选派第一
书记或工作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按照常态化、长效化整顿建设
要求，继续全覆盖选派第一书记。对其他类
型村，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作出选派安排。

三、严格人选把关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人选的基本条件是：

政治素质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热爱农村工作；工作能力强，敢于担
当，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事业
心和责任感强，作风扎实，不怕吃苦，甘于奉
献；具备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第一书记必须
是中共正式党员，具有1年以上党龄和2年以
上工作经历；工作队员应优先选派中共党员。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主要从省市县机关
优秀干部、年轻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优
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
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有农村工作经
验或涉农方面专业技术特长的优先。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学校，有定点帮扶
和对口支援结对任务的，每个单位至少选派1
名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

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按照个人报
名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由派出单位组
织人事部门提出人选，同级党委组织部门会
同农办、农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兴部门进行
备案，派出单位党委（党组）研究确定。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及组织部门、农
办、农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兴部门，要严把人
选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
充分考虑年龄、专业、经历等因素，确保选优
派强。县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不同类型村的
需要，对人选进行科学搭配、优化组合，发挥
选派力量的最大效能。

四、主要职责任务

根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任务需要，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主要
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强村党组织。重点围绕增强政治
功能、提升组织力，推动村干部、党员深入学
习和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推动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促进
担当作为，帮助培育后备力量，发展年轻党
员，吸引各类人才；推动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员教育
管理监督，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二）推进强村富民。重点围绕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监测和精准帮
扶；推动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

乡村建设行动等重大任务落地见效，促进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三）提升治理水平。重点围绕推进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乡村善治
水平，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村党组织对
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治
理合力；推动规范村务运行，完善村民自治、
村级议事决策、民主管理监督、民主协商等制
度机制；推动化解各类矛盾问题，实行网格化
管理和精细化服务，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四）为民办事服务。重点围绕保障和改
善农村民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动落实党
的惠民政策，经常联系走访群众，参与便民利
民服务，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
加强对困难人群的关爱服务，经常嘘寒问暖，
协调做好帮扶工作；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
沉、以党组织为主渠道落实，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要从派驻村实际出
发，抓住主要矛盾，细化任务清单，认真抓好
落实。找准职责定位，充分发挥支持和帮助
作用，与村“两委”共同做好各项工作，切实做
到遇事共商、问题共解、责任共担，特别是面
对矛盾问题不回避、不退缩，主动上前、担当
作为，同时注意调动村“两委”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做到帮办不代替、到位不越位。

五、加强管理考核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任期一般不少于2
年，到期轮换、压茬交接。同步选派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的村，队长由第一书记兼任，队员一
般不少于2人，任务重的可适当增加人数。

驻村期间，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原人事
关系、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不承担派出单位
工作；党员组织关系转到村，不占村干部职
数，一般不参加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由县级
党委组织部门、农办、农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
兴部门和乡镇（街道）党（工）委进行日常管
理，严格落实考勤、请销假、工作报告、纪律约
束等制度。派出单位加强跟踪管理，每半年
听取1次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汇报。

驻村工作半年以上的，由所在县党委组织
部门、农办、农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兴部门会
同乡镇（街道）党（工）委进行年度考核，以适当
方式听取派出单位意见，考核结果反馈派出单
位；期满考核由派出单位会同所在县党委组织
部门、农办、农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兴部门和

乡镇（街道）党（工）委进行。考核过程中深入
听取村干部、党员、群众意见，全面了解现实表
现情况。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提拔使用、
晋升职级、评定职称的重要依据。

六、强化组织保障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高度
重视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工作，将其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推动落地见效。县级
党委和政府要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实施，
做到定村精准、派人精准、工作精准。各级党
委组织部门、农办、农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兴
部门具体牵头协调，加强工作指导。其他涉
农部门密切配合，结合自身职能加强业务指
导，做好有关工作。派出单位与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所在村实行责任捆绑，党委（党组）负
责同志每年到村调研指导、推进工作。把选
派工作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党委（党组）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内容。

强化保障支持，加强关心关爱。派出单
位可参照差旅费中伙食补助费标准给予生活
补助，安排通信补贴，派往艰苦边远地区的，
还可参照所在地区同类同级人员的地区性津
贴标准给予相应补助。每年安排定期体检，
办理任职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按规定报
销医疗费。所在县乡提供必要工作和生活条
件。保证必要工作经费，具体由地方财政统
筹安排。分级负责开展培训，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原则上任期内至少参加1次县级以上
培训。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农办、农业农村部
门及乡村振兴部门和乡镇（街道）党（工）委要
经常与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谈心谈话，派出
单位要加强联系，了解思想动态，促进安心工
作，激励担当作为。

以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选派
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减轻基
层负担。推动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岗位锻炼
成长，接地气、转作风、增感情。通过驻村工
作考察识别干部，对干出成绩、群众认可的优
先重用，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的进行批评教
育，对不胜任或造成不良后果的及时调整处
理，树立鲜明导向。党委组织部门、农办、农
业农村部门及乡村振兴部门要加强调研督
促，及时发现和解决有关问题。注意总结工
作中好经验好做法，宣传表彰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先进典型，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良
好氛围。

2021 年济南“西瓜地图”近日正式发布，城区范围

内共设置 266 处应季西瓜临时经营便民疏导点。这是

济南市自 2010 年以来，连续第 12 年公布“西瓜地图”。

（见5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
夏天来临，城市的西瓜摊成为焦虑的痛点：一个方

面是，民生的诉求需要一个满足口福的西瓜摊；另一方

面是，杂乱的西瓜摊无孔不入，也确实影响了城市的秩

序。如何让“民生痛点”变成“民意通途”？济南市推行

多年的“西瓜地图”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城市的脸

蛋”与“民生的嘴巴”并不矛盾。

“西瓜地图”设置西瓜临时经营便民疏导点，对疏

导点内销售西瓜并遵守市容管理规定的，将不按违规

占道经营处理。疏导点内的经营行为也有相应的管

理：画线经营，严禁高声叫卖、乱扔瓜皮杂物、违规圈

占、排挤其他瓜农等行为；经营过程中，必须符合疫情

防控要求，佩戴口罩，避免人员聚集；经营结束后，需及

时清扫瓜皮垃圾，做到人走地净。

“西瓜地图”体现城市管理的智慧，一方面解决了

城管执法难题，同时也接地气、暖人心、惠民生。这

种集执法与服务、经营与秩序、市容与便民为一体的

城市管理模式，让城市管理多了人情味，还让民生多

了幸福味，值得点赞！3 （郭元鹏）

下午四点半还没下班，“谁去接孩子”成了很多家

庭的难题。在沈阳，有个“四点半妈妈团”已经运行了

11 年，专门帮助邻居们解决接孩子问题。（见5月 10日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大人上班，娃没人接”的问题困扰上班族很久

了。对于没有老人帮忙的双职工家庭来说，把娃放哪

儿都不放心。相较于晚托班而言，“四点半妈妈团”更

安全。接送的一头连着社区内的退休职工，另一头对

接学校老师。学生去哪儿了老师知道，接送人员又是

你的左邻右舍，可谓“双保险”。

“四点半妈妈团”不仅做到让家长省心，还是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更好解决群众操心事的体现。据了解，

“四点半妈妈团”不只接送孩子，所在社区还引进硬笔

书法家协会、住友围棋等社会组织，将其打造成为一个

校外的第二课堂。利用社区力量，为居民提供妥妥的

“素质教育”。

其实，解决“四点半难题”的方法还有很多。去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就推出了“官方带娃”：区内所有公办

中小学增加午餐配送、课后延迟服务。无论是哪种方

式，都是为了孩子。学校分担一点点，政府推进一点

点，社会多奉献一点点，大家多做一点点，小家就能轻

松一点。7 （王歌）

“西瓜地图”
体现城市管理智慧

“四点半妈妈团”
为小家也是为大家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