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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2017年第五期诚信红黑榜（红榜）
（部分）

漯河市发展改革委 漯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纳税人信用评价A级纳税人名单（市国税局、市地税局提供）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914111006609425547

91411103689701631D

914111037991557074

91411100553154982H

91411100568620608L

914111005557050476

411103174564981

914111006151402962

91411103724145416U

91411103755199847Q

91411100758352659F

914111006728801941

91411100660907716R

91411100681796189U

9141110370665898X9

411103776544101

411103715672783

914111006700902523

9141110055570743XE

91411100795749436K

91411103174681395G

91411100770852517Y

91411100729598668W

91411103747417664U

914111037551592200

914111005792227011

91411103732445195D

411123174680923

91411103775116914J

411103553178140

914111006753933248

91411103785060504M

914111036935412396

411103775107559

91411103589706339X

411103558342747

91411103794262888T

411103670063764

41110305598174X

91411100763100288H

河南灏元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曹氏羽毛制品有限公司

漯河市方达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漯河金道物流有限公司

漯河市恒坤混凝土有限公司

河南天鑫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制氧气厂

漯河市恒达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日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河北苹乐集团漯河企鹅面粉机制造有限公司

漯河润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漯河江山天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

漯河市新旺化工有限公司

漯河万千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世纪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中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漯河盛浩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广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大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外运漯河储运公司

漯河市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漯河市分公司

金星啤酒集团漯河啤酒有限公司

漯河市银凤纸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郾城包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百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宏力电器有限公司

漯河金星麦芽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天道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郑澳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漯河市隆昌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创联油脂有限公司

漯河市泰隆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逢缘装卸有限公司

漯河瑞来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市聚源纸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新世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漯河金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漯河市恒泰实业有限公司

411103758352907

411102267772640

9141110373133109XL

411103772183214

411103174681176

9141110057359474X3

91411103084812638H

91411100074209798B

91411104706655092C

9141110075070981X9

91411100554233092H

914111047492490948

914111046846443321

91411100562463736H

91411100615125088G

411118783431797

91411100551618288T

411118568630750

411104793201880

914111047440852703

914111046618815034

411104767835740

9141110478915871XB

914111005569112138

91411100667207675G

411104755162411

914111007270379127

914111007156729439

91411100581735071B

411104699998600

91411100581740276R

914111006881652324

411104317553439

914111041745722288

411104558312409

914111047583777253

914111045516261497

914111046935362883

914111047957384700

91411104663442037H

本报讯（记者 李 丹 通讯员 宋
广辉） 10 月 10 日，漯河市民营经济
高级研修班在上海复旦大学正式开
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蒋志安出
席开班仪式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主席黄耀春主持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蒋志安对参加培训
的我市 56 名民营企业家提出三点要
求：一要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紧抓
当前发展机遇，看准形势加速发展，
定准位置奋起直追，瞄准一流再创佳
绩，争做漯河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和“排头兵”。二要努力提升素质、
能力。不断增强竞争意识，及时了解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把握经济社

会发展脉搏，汲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
验，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增强漯
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三要展示漯
河良好形象。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
制度，严守学习纪律，充分展示漯河
企业家的良好形象，当好漯河的“宣
传员”和“形象大使”。

近年来，市工商联主动围绕民
营企业发展需求，大力开展“民营
企业家素质提升”行动，有针对性
地精选培训内容，制订培训计划，
先后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
知名高校连续举办4期民营经济高级
研修班，分期分批对全市工商联会
员进行培训。

我市民营经济高级研修班开班
蒋志安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漯河市新时代电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漯河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漯河市七彩纸箱包装有限公司

漯河金鹿线业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虎塔轧辊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安信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漯河市天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裕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市大河家电有限公司

世林（漯河）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双发塑料印刷有限公司

漯河雨涵润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立华置业有限公司

华懋双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漯河恒立液压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漯河中投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恒瑞加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市聚能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泓威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

漯河泰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宏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漯河瑞贝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漯河市祥润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天马化工有限公司

漯河市金山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双叶文具有限公司

漯河建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汇秭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迅捷运输有限公司

漯河万中禽业加工有限公司

漯河市昶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漯河市强人纸箱厂

漯河锦汇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漯河市广汇纸管有限公司

漯河市秋实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市宋福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冷饭店食品有限公司

漯河市许慎铸业有限公司

91411104574999925G

91411104764869187A

91411104694863168T

411104683184047

411104551631044

411104706656327

91411104559606724R

9141110455423663XG

91411104769498303M

91411104X15140700H

91411100668893435F

914111047919024645

411104688187976

411104551615255

914111007440893432

91411100789161177N

91411104670086077N

91411104X15140647M

914111005516399270

411104764875587

411104674119761

914111047218123910

411104095417692

91411100724127365U

411104764898105

91410105794271426Q

411121758395464

411121689718716

914111216856513079

91411100568633548G

91411100772189552P

91410000418185188Y

914111217822260037

91411121660945667A

411121757114384

411121693538988

91411121758365476P

411121794279321

91411100569824848C

411121698706266

漯河市爱达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华盛制衣有限公司

漯河市汇丰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金健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祥瑞化工有限公司

漯河铁东开发区双星物资有限公司

漯河市永发编织制品有限公司

漯河市嘉隆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玛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漯河市星汇明胶有限公司

漯河润翔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漯河市正元塑业包装有限公司

漯河市万里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玉牌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漯河市永鑫金具有限公司

漯河市永安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漯河市普亿农饲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五龙明胶有限公司

漯河宏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漯河市康达纸箱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常春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农机综合服务站

河南雪城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市金磊骨业有限公司

河南百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舞阳县华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山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舞阳海昌钢板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河南)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

贾湖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舞阳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河南中和燃气有限公司舞阳石油天然气分公司

漯河佳源商贸有限公司

舞阳县康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河南省温馨置业有限公司舞阳分公司

舞阳惠方现代农机有限公司

河南佳源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宏福鞋业有限公司

舞阳四方钢板工贸有限公司

91411121615134021J

91411121174605974E

91411121772188306R

91411121739076791L

914111217551727750

91411121706657522K

91411121174602407E

914111217942512148

411121685687211

9141112179193110XY

411121174615304

411122174640606

91411122760209544Y

91411100569831861T

411122693547104

914111225637137416

91411122562457969A

914111007631055055

411122553167417

411122796762034

91411122777980431B

411122770875890

914111226672224534

91411122796773999D

914111227721717580

91411122680759589Y

91411100750746899W

91411122551604345A

91411122795706866L

91410000174568691Q

91411122587076898M

91411122786201217K

411122573556727

411118553181606

41112257760292X

91411122060008776P

914111226856937698

914111227156713188

91411122553182772R

91411122794270589N

舞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舞阳县糖酒盐业公司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舞阳县冠军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舞阳县云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舞阳县分公司

国网河南舞阳县供电公司

舞阳兴亿建材有限公司

舞阳中信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舞阳县隆都化工有限公司

舞阳县华鑫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临颍许临铁星水泥有限公司

临颍中房燃气有限公司

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临颍县源通置业有限公司

临颍县豫能硅业有限公司

临颍县博鑫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赐一木木艺有限公司

临颍县以琳纸制品有限公司

临颍京辰置业有限公司

临颍县双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漯河华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漯河天冠新瑞二氧化碳有限公司

上海京元食品有限公司临颍龙云分公司

河南金佰汇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漯河福瑞达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南街村医药有限公司

临颍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天纳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

临颍县亲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河南豫中铁合金有限公司

临颍嘉美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漯河樱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临颍县博丰商贸有限公司

临颍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临颍博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临颍丰润纸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六和北徐饲料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 张俊霞 通讯员
赵振安） 10月10日，全市“互联网+
人社”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贯彻市
委、市政府“阳光漯河”建设工作部
署，进一步提升人社业务互联网办理
水平。

会议传达了全省“互联网+人
社”推进座谈会和全市“阳光漯河”
建设推进会议精神，深入研究分析了
全市“互联网+人社”工作面临的形
势，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和做法，全面

部署全市“互联网+人社”工作。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改善民生、增进人民
福祉为主线，充分运用“互联网+”
和大数据思维，全面推进人社工作与
互联网融合发展，改进服务供给模
式、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事业发展。
全市各级人社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
强化责任，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统
筹推动“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全
面实施。

全市“互联网+人社”
工 作 推 进 会 召 开

（上接1版）投入资金新安装了
高清晰、宽视野的大屏幕，购
置安装了国内先进的电子地
图，进一步提升了监控的查
看、追踪功能。在市区全面推
行24小时网格化巡逻防控，有
效地提高了对动态社会治安的
管控能力。

由于打击有力、整治到
位、防范严密，我市基本达到
了“案件少、秩序好、群众满
意”的目标。五年来，我市公
众安全感指数位居全省前列。

同时，深入推进城乡社区
网格化管理，开展基层平安创
建和十大行业平安创建活动，
以源汇区老街办事处为试点，
探索建立了“互联网+平安建
设”信息化管理模式，得到省
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加强特
殊人群服务管理，联合公安、
卫计、财政、保险等六部门制

订出台了《易肇事肇祸精神病
障碍患者有奖监护、救治救助
和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使易
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监护得
了、管控得好，全年没有发生
精神病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
（事） 件，最大限度地消除了
不和谐因素，其经验和做法在
全省推广。此外，还组织开展
了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

“三无小区”专项治理和“一
村一警”等工作，都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效果。

打造过硬队伍，
共筑平安梦想

五年里，全市政法部门把
政法队伍建设作为政法工作的
生命线，加强培训，提升素
质，从严治警，打造了一支忠
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

队伍。
五年来，全市政法机关坚

持不懈地开展内容丰富、载体
灵活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
政法干警坚定理想信念、坚定

“三个自信”，永葆“四个忠
于”的政治本色，切实做到讲
规矩、守纪律、知敬畏、存戒
惧。组织推进爱民实践服务承
诺活动，持续开展争创人民满
意的政法单位和政法干警等活
动。培育树立了以全国模范检
察官郾城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
诉科科长刘桂琴、全国公安系
统二级英模临颍县公安局民警
陈晓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
典型。

五年来，我市还积极做好
因公牺牲伤残特困干警救助工
作，真正把党委、政府的关爱
传递给每一位干警。探索建立
了交流谈心、心理疏导等制

度，舒解政法干警的身心压
力，尽最大努力为广大干警解
决后顾之忧，调动干警的积极
性，全面展示政法干警的良好
精神风貌。

把 漯 河 打 造 成 平 安 城
市，漯河人都有这样一个梦
想，全市各级、各部门在为
这个共同的平安梦想而不懈
努力。我市连续五年被评为

“ 全 省 铁 路 护 路 先 进 省 辖
市”，2012 年被评为“全省社
会 矛 盾 化 解 工 作 先 进 省 辖
市”。“互联网十平安建设”
管理模式和以保安促防控、
基层平安创建、行业纠纷调
解组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社会管理及城乡社区网格化
管理等典型做法，相继被中
央 综 治 委 和 省 综 治 委 在 全
国、全省推广。我市获“六
五”中期“全国法治城市创

建先进市”称号，连年在全
省公众法治满意度调查中位
居先进位次，“互联网+反邪
教”的经验和做法被全国借
鉴。继 2008 年、2012 年我市
连续两次被中央综治委评为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市后，今年再次被省综治委
推荐为 2013～2016 年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在 9
月 19 日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源汇
区老街街道党工委书记魏留
红又捧回“全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漯
河政法综治部门一直在探索、
在行动、在破解。在不断的探
索与创新中，全市各级、各部
门正积聚力量再次起航，以党
和人民群众满意的新业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全力打造平安建设的漯河品牌

（上接 1版） 投 资 625 万
元实施了名匠家具加工
生产、光伏发电等到户
增收产业项目，实现对
全 区 贫 困 户 的 全 覆 盖 ，
贫困人口每人每年分红
均在 1200 元左右。二是
大田托管型。主要是依
托设施农业加快土地流
转 ， 探 索 了 “ 土 地 银
行、粮食银行、订单帮
扶”等新模式，既直接
增加了群众收入，也推
动了贫困人口摆脱土地
束 缚 、 创 造 就 业 条 件 。
三是创业就业型。全区
新建 69 个企业带贫就业
基地，提供就业岗位 522
个，吸纳贫困户就业 206
人；公益岗位优先聘用
贫困人员，目前已安置
101 人上岗就业。四是金
融带动型。利用各类优
惠 政 策 ， 给 奥 星 明 胶 、

顺铭实业、靳庄粮食种
植合作社投放贷款 1300
万 元 ， 带 动 260 户 贫 困
户增收脱贫。

做好产业扶贫大文
章，让贫困群众既要“摘
穷帽”，更要“拔穷根”。
郾城区还依托产业扶贫基
地，努力实现贫困村和贫
困群众长久受益。每个产
业扶贫基地建成后，产权
归镇政府所有，使用权及
租赁厂房的收益归村集体
所有，村集体的收益主要
用于帮扶那些没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既壮大了贫
困村集体经济，又让贫困
户有了长久、稳定、可靠
的收益保障。

打 好 产 业 “ 组 合
拳”，搭建脱贫致富大舞
台。如今的郾城区正迈着
有力的步伐，在脱贫攻坚
的路上砥砺前行。

郾城区：产业扶贫
搭建脱贫致富大舞台（上接1版）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实现优势
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
大突破，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动力的根本转换，重点在科技创
新投入产出上、创新主体培育
上、创新平台建设上、创新人才
集聚上、创新项目建设上、创新
体制机制完善上实现重大突破。

三要强化组织领导，为科技
创新提供强力保障。要切实加强
领导，真正把科技创新工作抓紧
抓好抓出成效，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以创新发展为导向的考核机
制，加快形成“大科技”工作格
局。要全面落实政策，各级、各
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家、省、市各
项政策措施，为新技术推广、新
产品研发、新项目实施、新成果
转化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同
时要督促检查企业利用好优惠政
策，提高科技项目转化效果，确
保政策措施真落实、科技项目真
转化、科技实力真提升。要注
重提升能力，全市各级干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科技创

新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
把握科技前沿、掌握创新规律
的能力，提高服务和推进科技
创新的水平。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 进 一 步 增 强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在创新实践中勇于探索、
多出成果，创造一流的工作业
绩。要优化创新环境，在全社
会营造鼓励创新、勇于创新、
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营造支
持 创 新 、 竞 相 创 新 的 社 会 环
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
用，构建公平、开放、透明的
知识产权法治环境。

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1版） 助推漯河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使知识产权工作尽快成为驱动漯
河创新发展的主要支撑。

刘志会简要介绍了中心建设
发展情况，希望今后借助双方
合作的契机，充分发挥双方资

源优势，加大工作投入，通过
开展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服务为
漯河市招商引资、产业升级、
攻坚转型做好支撑，为打造知
识产权强市、人才强市、科技
强市贡献力量。

蒿慧杰、刘志会共同签订了

知识产权服务合作议定书。漯
河市政府与审协河南中心将共
同设立审协河南中心漯河工作
站，从专利导航、专利分析、
专利运营、平台建设、教育培
训等多方面开展实质性知识产
权服务合作。

（上接1版） 要明确奖惩，对长期默
默无闻、兢兢业业工作在扶贫战线的
干部给予更多关注和关怀，对工作不
负责、不认真，对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造成不利影响的要按照规定严肃问
责。

王勇在讲话中还对扶贫资金拨付
和建档立卡动态调整交叉检查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王勇最后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是各级
党委、政府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
诺。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发扬能吃
苦、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扎实工作，确保圆满完成
全年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
与市政府签订知识产权服务合作议定书

决战第四季度
推动扶贫政策宣传落地会议召开

●日前，源汇工商分局按照全市
部署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治理行动，对

辖区卷烟销售网点、无证照卷烟经营
户以及印制烟草商标标识的企业展开
拉网式排查。 张 立

●近日，源汇区城乡建设和环境
保护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观看政
论专题片。 李 迪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