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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青春故事分享

信天游，男，汉族，39
岁，漯河市应急救援队负责人。

信天游热衷公益信天游热衷公益，，自自20042004
年成立漯河微公益志愿服务团年成立漯河微公益志愿服务团
队以来队以来，，帮扶特困户帮扶特困户、、孤寡老孤寡老
人人、、贫困女童贫困女童、、乞丐和流浪汉乞丐和流浪汉
等上千人等上千人。。20142014年年，，他组建漯他组建漯
河市车友协会并任会长河市车友协会并任会长，，组织组织

帮农助农采摘活动 120 多次，
帮扶种植户70余家，为农户带
来经济效益 150 多万元。他连
续四年组织2300多台次爱心送
考车辆，免费接送考生 2 万余
人次。他开展的公益项目——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陪着
贫困儿童看世界，获得河南省
青年公益创投大赛金奖。2018
年，他发起成立中青应急救援
队，累计救援车辆 3000 多台
次，开展水域救援 6 次，为全
市大型赛事活动提供保障服务
17次。

他先后荣获“中国优秀青
年志愿者”“河南省岗位能
手”“河南省青年好网民河南省青年好网民”“”“漯漯
河市十佳市民河市十佳市民””等称号等称号。。他的他的
救援事迹多次被中央电视台救援事迹多次被中央电视台、、
央广网央广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团市委供稿团市委供稿

信天游：坚守初心 投身公益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在召陵区老窝镇胡庄村，有一位替夫

还债、宁亏自己不亏他人的村民李美平。
在丈夫患病去世后，李美平用自己孱弱的
肩膀，扛起丈夫留下的重担，起早贪黑忙
着偿还巨额债务，并照顾患病的婆婆，用
辛劳和汗水诠释了“信义千金”。2020年5
月，李美平被评为第六届漯河市道德模范。

记者见到李美平时，她正在医院照顾
患病的父亲，57 岁的她跟同龄人相比略
显沧桑。李美平曾是老窝镇政府的一名普
通职工，现在虽然退休了，但却没有歇过
一天——除了忙着挣钱替丈夫还债，她还

要照顾家里的老人。
1987年，李美平与胡国强结婚。李美

平是个上班族，胡国强会做生意，一家人
的小日子过得很是红火，还攒下几十万元
积蓄。2014年，胡国强被查出患结肠癌。
为给丈夫治病，两年多时间，李美平花光
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下 20 多万元债
务，却没能留住丈夫的生命。2017 年 5
月，胡国强撒手人寰，坚强的李美平没有
因此消沉，反而咬紧了牙关。

“别人的钱也是辛苦钱。人家在我们
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我无论如何得把
这些钱还上，绝不欠人家一分钱。”李美

平为了还清债务，除了上班，还到老家的
农田里干活，节假日则和儿子、儿媳摆摊
卖服装，经常饥一顿、饱一顿。

三年多来，李美平不敢让自己歇息。
在她的心里，有一张清晰的账单。每还上
一笔债务，她就轻松许多。李美平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她已经替丈夫还了近 20

万元债务。再还7万多元，她就可以把所
有债务还完了。

漫长的还债之路，李美平走得很艰
难，但她坚信，剩下的钱一定会还清，全
家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她用执着写出了
一个大大的“信”字。她诚实守信的美德
感动了无数人。

李美平：绝不欠人一分钱

■本报记者 张晨阳
诚信无价。成立于 2006 年的河南启

润集团，十几年来始终秉持“围绕发展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走出了
一条党建促文明诚信发展之路，并在2018
年、2019年被我市授予“文明诚信企业”
称号。

近日，记者到河南启润集团，被企业
优秀的文化建设、高标准的管理制度、深
入人心的党建品牌深深吸引。

河南启润集团董事长卢迎坡、总经理
文田英是一对有梦想、有追求的夫妻。两
人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时相识，毕业
后结为夫妻。他们奋力拼搏，当过服务

员，干过搬运工，开过饭店，当过保洁
员……创业经历让他们深刻认识到诚信是
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永恒动力。

2006年10月，经过市场调查，在朋
友的资助下，卢迎坡和文田英成立了漯
河市启润物业公司。两人凭着勤劳的双
手诚信创业，逐渐让公司站稳脚跟并稳
步发展。十几年来，两人先后成立了河
南启润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启
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启润集团汽
车租赁公司、河南首峰商贸有限公司、
漯河市恒基伟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在以上五个公司的基础

上，河南启润集团成立。卢迎坡告诉记
者，正是因为创业不易，公司秉持党建
引领、文明诚信、担当有为的理念不动
摇，将诚信和党建、企业文化有机结
合。这不但提高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增
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还引导员工树立了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目前，河南启润集团成立了党支部、

团支部、工会、妇联，员工达 1000 多
人，物业服务网点达 30 个，保安服务网
点达 38 个。为感恩社会，河南启润集团
相继开展了“春雷行动”“金秋助学”“关
爱残疾人”“向困难家庭送温暖”“点亮微
心愿”等活动，累计捐赠资金 25 万元、
解决就业 2000 多人。同时，按照政府要
求，集团还精准扶贫200个家庭。

做诚信企业 创优质品牌

本报讯（记者 蒿中刚） 9 月
22日下午，全省加快高速公路建
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市长
乔彦强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认真贯彻 《河南省高速
公路网规划 （2021—2035 年） 》
和 《关于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的意
见》 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动员各地、各部门加快
推进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高速
公路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
撑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
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制约瓶颈。要
对接周边经济板块，优化布局。
要创新体制机制，提升高速公路
建设水平。要强化服务保障，为
高速公路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全省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9月
22日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
委员对重点提案——《关于创新
现代金融服务模式 缓解民营企业
融资难题的提案》 进行督办。市
政协副主席胡新峰带队。

胡新峰一行先后到市经投公
司、建行漯河分行、中原银行
漯河分行和市房投公司，就政
府企业信贷周转基金运行、金
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信贷产
品 创 新 等 情 况 进 行 深 入 调 研 。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金
融工作局负责人就上述提案承
办情况作汇报。

胡新峰一行对提案办理成果
给予充分肯定。她要求，政府综
合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协调、统筹
金融机构的作用，有效帮助企业
解决贷款难问题。要完善银企对
接机制，推动银企实现合作共
赢。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创新理
念，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不断丰富
金融产品，助推企业健康成长。

市政协督办重点提案

（上接1版）
对标对表、精准发力，下足创文“绣

花”功夫。严格对照创文工作标准，抓住
资料、硬件、秩序、氛围、测评五个关
键，聚焦上级督导反馈的问题、辖区自查
发现的问题以及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一处
一处促整改，一条一条抓达标。尤其是对
农贸市场和社居委周边的 58 个老旧小区
和 37 条背街小巷，切实加大工作力度，
进一步提升工作标准，把工作往细里做、
往实里做、往具体抓，坚决做到任务不落

实不松手、工作不达标不收兵、整改不到
位不放过，保证创文工作事事有人抓、件
件出成效，以“钉钉子”的精神、“绣
花”的功夫解决创文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确保不丢分、争高分。

打造党建特色品牌，激活创文“神经
末梢”。街道党工委整合辖区志愿者资
源，成立全市首个志愿者党委，下设法
律咨询、医疗卫生、文艺轻骑兵、宣传
教育、巡防、超市联盟等 7 个党支部。
建立志愿者服务中心，让志愿服务活动

有组织、有阵地、有制度、有平台、有
保障、有作为，让志愿者有组织、有

“家”。健全相关工作制度，推出志愿服
务精准帮扶“订单”模式，推行“居民
点单—志愿者服务中心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的“四单”服务模式。
同时，开通 24 小时志愿服务热线电话，
随时了解群众需求。搭建志愿服务线上
平台，开展志愿者网上注册和志愿服务
活动平台招募、星级评定、群众评议等
工作。街道将驻辖区单位和商户吸收到

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丰富
志愿服务内容。目前，街道有注册志愿
者 2000 余名、党员 200 余名，并有 15 家
单位、22家商户加入志愿服务队中。

在创文工作中，天桥街道充分发挥在
志愿服务工作方面的优势，在线上发布活
动通知，在线下组织志愿者积极投入创文
工作，协助各社区开展创文宣传、文明劝
导、卫生清洁等活动。截至目前，街道有
600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创文一线。

李黎丽

天桥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助力创文工作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9月
22 日，2020“幸福沙澧 出彩漯
河”十月嘉年华活动新闻发布会
举行。

“幸福沙澧 出彩漯河”十月
嘉年华活动是我市倾力打造的一
项文化旅游体育综合性品牌活
动，是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体育局）、源汇区政
府、召陵区政府、市委市直机关
工委、市总工会联合精心策划
的。活动旨在活跃我市国庆节氛

围，培育城市文化，促进旅游推
广，加强体育交流，推动我市文
化旅游体育事业深度融合，激发
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潜力。

据悉，我市把每年10月设为
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月”“欢庆
月 ”。 今 年 的 活 动 以 “ 发 现 更
多、体验更多、幸福更多”为主
题，主要有街艺表演、文化旅游
体育惠民月活动、豫中南七市交
流年会和城市伴手礼首发式等内
容。

“幸福沙澧 出彩漯河”
十月嘉年华活动将举行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临颍县“瑞贝卡·家天下”项目1号、2
号、5号、6号楼已具备交付使用条件，现定于2020年9月27
日起正式向业主交付。由于交房量大，届时请各楼业主按照
公司通知的交房时间，携带相关手续及费用到临颍家天下小
区南大门办理入住手续。我们热情恭迎您回家！

详情咨询热线：0395-3332999 0395-5580207
临颍瑞贝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10月15日10时至2020年

10月16日10时，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漯
河市源汇区嵩山路清华新苑6号楼101室及与
该房相连的无证房屋一处。有意竞买者，请登
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
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20年9月23日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2019年全国统一换发新闻

记者证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2019年全省统
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要求，我单位临颍县广播电视台
已对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人员
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0年9月23日～10月2日。举报
电话：0371-65888851。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华培强、张红颖、高勇鹏、娄江
涛、王艺橦。

临颍县广播电视台 2020年9月22日

●杨留卫丢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
书（税务收现专用）第四联（编号：【141】豫
地现契耕01060169），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969393，姓名为常嘉翔，
出生日期为2019年8月31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T410969392，姓名为常斐翔，
出生日期为2019年8月31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绿峰置业有限公司为于广军出
具的收据（号码：0056090，金额：10000
元）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源汇区晨诺广告经营部公章
（编号：4111010136490）丢失，声明作废。
●黄新宁丢失由漯河建业住宅建设有
限公司出具的维修基金收据，声明作废。
●河南飞云体育策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102MA40KFM71X）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9月
22日，全市巡察工作推进会暨七
届市委第十二轮巡察动员部署会
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杨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吕娜主持会议。

杨骁对今年我市巡察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
作，他强调，要深刻理解政治巡
察内涵要求，在强化政治监督、

服务中心大局上持续发力。要统
筹把握全覆盖任务要求，在有形
有效覆盖、提升监督质量上持续
发力。要准确把握本轮巡察对象
的职能责任，在突出监督重点、
精准发现问题上持续发力。

吕娜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具体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中央、省委巡视巡察工作部署
和本次会议精神，提升站位、扛
起责任，周密安排、扎实推进，
确保巡察实效。

全市巡察工作推进会暨七届市委
第十二轮巡察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杨骁吕娜出席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身为医务人员，我将不计风险、不

求回报，随叫随到、绝不退缩，为阻击疫
情贡献自己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漯河医专三附院外二科主管护师卯姣
娜主动上交请战书，并写下这样的承诺。

9月19日，卯姣娜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在武汉抗击疫情的日子。“接到要跟随河
南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的命令
时，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准备出发。”
卯姣娜说，家人的理解、帮助与支持让她
至今感动不已：丈夫没有一句怨言，为她
准备行李；婆婆要照顾生病的公公，6岁
的孩子交给姥姥带；弟弟、妹妹帮忙照顾
家人。

抵达武汉后，为了方便工作，卯姣娜
剪去了心爱的长发。“2月20日是我第一
次进入方舱医院。当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后，我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和队友一起赶
往方舱医院。在感控老师们的指导下，我
穿上防护服，戴好护目镜，与队友相互鼓
励后进舱。”卯姣娜说，她被分到分诊台
工作，负责帮入舱患者拿行李、登记相关
信息，并叮嘱出舱患者相关注意事项、帮
助解决出舱问题。穿着防护服、隔离衣，
她经常浑身上下湿透，脸上被护目镜压出
血痕，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她工作的热情。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们合个
影吧，我想留个纪念。你们要保护好自
己，平安回家，加油！”在送患者出舱

时，听到他们感激的话语，卯姣娜心里十
分感动。

后来，卯姣娜被调到护理组，到方舱
病区护理患者，除了要严格交接班、密切
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核对医嘱外，还要向
患者分发生活必需品。一些患者由于入舱
时间长，产生了消极情绪。“有一位患者
看到和她一起入舱的患者陆续出舱后，变
得很焦躁，我就耐心安慰、鼓励她。”卯
姣娜说，经过一番疏导后，这名患者消除
了不安情绪，拉着卯姣娜的手表示感谢。

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卯姣娜在
隔离衣上画上表情包，写下鼓励的话语。
3月8日，卯姣娜利用休息时间制作了一
些祝福书签，并将书签送给患者。这些做
法得到了患者的高度认可。“很多患者竖
起大拇指，说看到书签感觉很有力量！”
卯姣娜说。

“在这场战‘疫’中，作为一名预备
党员和医务人员，我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最终圆满完
成了各项任务。”卯姣娜自豪地说。

卯姣娜：面对疫情不退缩

（上接1版） 刘尚进介绍了我市食品产业
生态相关情况、与江南大学合作的基础以
及怎么与江南大学合作的建议。他指出，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链同构”的重
要讲话精神，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
品产业生态，双方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合作空间巨大。我们希望通过市校合作搭
建平台，推动校企、校校、研发平台等多
个层次、多个领域实现有效的深度产学研
协作。希望双方明确工作专班，推动漯河
食品企业与江南大学之间的合作，在校企
共建实验室、为漯河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校企国家级实验室技术对接、加快食
品研究成果落地转化、支持政府食品公共
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破解技术难题、江南
大学中试成果实现产业化、食品专业学生
到漯河食品企业实习实训、漯河企业家培
训等方面开展合作，为漯河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江南大学研发成果产业化、专业
人才施展才华等提供更多支持。推动漯河
市属高校与江南大学的合作，积极选派优
秀教师到漯河市高校任客座教授；鼓励在
职专家教授、博士以柔性引进等方式，到

漯河市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优先推荐优
秀毕业生 （包括学士、 硕士、博士） 到
漯河市工作，漯河市提供政策支持和优良
条件；支持漯河市高校骨干教师到江南大
学学习深造、建立联合培养基地、相关部
门优秀业务干部到江南大学挂职锻炼、开
展食品专业相关师资培训；对符合条件的
高层次人才，以一事一议的形式给予政策
支持等。推动我市与江南大学在检验检测
技术能力提升方面的合作，为漯河市食品
检验检测产业园的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培
训提升专业人员的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共
同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专业园区。

陈卫充分肯定了我市食品产业发展取
得的成效，指出推动食品产业产学研合作
是大趋势，将与我市一道搭建舞台，充分
发挥江南大学的科研和技术优势，着力推
动漯河食品产业发展，在深化合作中实现
互利共赢。

广泛开展合作
助力产业发展

9月22日，刘尚进一行深入江南大学
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

家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同创新
中心等处考察，并出席漯河市与江南大学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刘尚进在致辞中指
出，江南大学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
建设高校和食品领域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经百年变迁，历久弥新，英才代代辈出，
科研硕果累累；漯河的食品产业链、产业
生态圈、产业发展方向与江南大学的创新
链、优势学科群、学术研究方向高度契
合，双方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条件；我市
与江南大学签署“1+N”合作协议，框架
清晰、指向明确、内容充实，合作共建大
有可为、未来可期。刘尚进表示，市委、
市政府将全面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为实
现双方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创造优良环
境、提供各种支持。真诚希望漯河市与江
南大学建立长期化、机制化的校地合作平
台，定期举办成果对接、协同创新、培训
提升、合作交流活动，形成市校搭台、多
方唱戏的合作格局，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合
作成果，充分发挥江南大学在食品产业技
术成果转化、创新载体与平台建设、重大
项目推进、人才与智力支持等方面的优
势，助力我市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陈卫在讲话中表示，江南大学将加快
推进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漯河分中心各
项建设，与漯河市有关部门和龙头企业一
起协作，加强在食品深加工、食品安全、
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行业共
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引领食品加工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

在签约仪式上，市长刘尚进与陈卫院
士分别代表市政府和江南大学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江南大学技术
转移中心漯河分中心揭牌；在市领导和与
会专家教授的共同见证下，漯河食品职业
学院与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签订了《合作框
架协议》，漯河市科技局与江南大学产业技
术研究院签订了《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漯河分中心合作协议》，漯河市委人才办与
江南大学人力资源处签订了《人才交流合
作协议》，漯河市市场监管局与江南大学食
品学院签订了《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能
力提升合作协议》，孙秀兰教授与漯河市卫
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姚卫蓉教授与河南恒
瑞淀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蒋平平教授与漯
河樱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张聪教授与河南
双建管桩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约。

以协同创新推进“食品+”战略
着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