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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国霞
9月15日，在漯河聚和隆电

商园的仓库内，一台台叉车来回
穿梭，偌大的仓库里，不同品种
的货物被放置在不同的托盘上。

“如果没有这些托盘，想把
货物堆放七八米高且整齐划一，
仅靠人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河南富托物流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富托）董事长
宋东波说，“有了托盘这个仓储
和运输中不可或缺的设备，节省
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提高了仓储场地利用率，企业的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今年46岁的宋东波是山西长
治人。2001年年底，他复员后留

在服役所在地漯河开始了创业生
涯。他在一家地产企业工作一段
时间后，开始分包防水等工程。
2016年，宋东波开始研究物流
产业，了解漯河、郑州一带的物
流仓储。经过通盘考虑，他决定
从小处着手进行创业。2019年，
宋东波成立河南富托物流装备有
限公司，专注托盘租赁行业，服
务企业生产和仓储物流。

宋东波说，作为一种集装设
备，托盘广泛应用于生产、运
输、仓储等领域，是物流产业中
两大关键性创新之一。托盘实现
了物品包装的单元化、规范化和
标准化，保护物品、方便运输。

河南富托生产的塑料托盘具

有坚实耐用、不易损坏等特点，
很快赢得了我市中小企业、仓储
物流企业的青睐，并迅速打开了
市场。

如今，河南富托已经成为一
家集托盘租赁共享、标准托盘推
广、智能托盘研发，叉车、货
架、集装箱等物流装备代理销售
及会议展览策划于一体的专业
化、数字化物流装备运营企业。

河南富托立足于服务漯河本
地物流产业，切实保障物流供应
链畅通。2020年7月，《河南富
托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托盘循环共
用系统项目》顺利通过漯河市商
贸物流标准化示范建设验收，该
公司成为我市目前唯一的国家标

准化托盘租赁运营企业。
如今，双汇物流园、国药物

流园、豫中南伊利分拨中心、真
心物流、聚和隆电商园、泓一食
品、百多利饮料、锐旗供应链、
双威医疗器械、豫中南速递电商
物流产业园和正大漯河蛋业等先
后与河南富托开展合作。

目前，河南富托已成为中物

联托盘委理事单位、漯河市晋商
会会长单位、漯河经济技术开发
区总商会副会长单位。

宋东波说：“未来我们将给
托盘装上芯片，探索智慧托盘、
物流与仓储等智慧供应链场景新
模式，实现托盘智能化和数字
化，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做
出贡献。”

河南富托：托盘托起大物流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深入学习市委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让我备感振奋。作为
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我将始终
牢记代表使命和职责，倾听群
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竭尽
所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户，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日前，市人大代表、
舞阳县吴城镇北高村党支部书
记高景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2006年，高景红任舞阳县
吴城镇北高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16年来，他带领村
民建设村庄。如今北高村焕然
一新，群众的收入逐年增加。
北高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民主管
理先进村、省级党建示范村、
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省
级清洁家园行动先进村。高景
红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
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高景红告诉记者，这些
年，如何发展好北高村、让村
民富起来是他一直思考的问
题。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他和村民一起全面整治村容村
貌，大力倡树文明新风。如

今，北高村建成街心花园、休
闲文化广场、文化大院、乡村
超市、医药超市等，村民购
物、看病基本不出村；90%的
村民用上了沼气、太阳能，看
上了有线电视、用上了网络；
自来水全部入户，村民生活质
量显著提升，整座村子乡风文
明、美丽宜居，是远近闻名的
生态文明村。为了让村集体经
济收入增加，让村民收入增
加，高景红经过深思熟虑，带
领村民建设大棚，发展特色经
济作物，建设标准化厂房，招
引企业入驻。如今的北高村建

成了300千瓦光伏发电站、标
准化厂房、大棚蔬菜基地等。
有了村办企业，集体经济蓬勃
发展。

“群众的小事是我们要解决
的大事。”高景红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北高村村民高
德宇孤身一人，因一次意外事
故致股骨头骨折，若不能及时
医治，可能导致瘫痪。得知情
况后，高景红开车把高德宇送
进医院，又为其垫资了1万多
元治疗费，帮助高德宇治好了
病。不仅如此，有村民想种植
葡萄，高景红主动帮他们引进

优良品种，并邀请专家传授技
术，并帮助他们寻找销路。

“我每月收集选民的建议和
意见不低于10条，对于选民反
映的问题，我能解决的帮忙解
决；解决不了的，反映给上级
部门。”高景红告诉记者，对待
群众的每件事都不能含糊，要
事事有回音。

多年来，他积极参与各种
视察、调研等，提出了关于企
业环境污染治理、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破解“大班额”难
题、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建议和
意见，积极为民代言。

乡村振兴“领头雁”履职为民办实事
——访市人大代表、舞阳县吴城镇北高村党支部书记高景红

9月21日晚，市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组织业务骨干，在市区30余条道路开展白粉虱集中防治行
动。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摄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9月
份，市机关事务中心以“绿色出
行 你我同行”为主题，组织开
展2022年公共机构绿色出行月
活动。

营造绿色出行浓厚氛围。各
级公共机构利用电子显示屏、宣
传栏及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宣传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营造浓厚
氛围，切实培养市民文明绿色出
行良好习惯；积极组织收看公共
机构绿色低碳讲堂，受教育干部
职工两万余人。

源汇区严格公务用车使用
审批手续，封存公务用车70余
辆。

郾城区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号召，上下班和公务外出带头
采用步行、骑共享单车等绿色

低碳方式。
市机关事务中心联合漯河小

学在各年级开展“争做绿色出行
的践行者”主题班会，通过“小
手拉大手”，扩大绿色出行宣传
覆盖面。

市公交集团联合支付宝开展
“一分钱乘公交”活动，并启用
“卡码合一”功能，实现场所
码、健康码、核酸检测、乘车码
四码融合，为乘客提供方便快捷
的服务。

团市委组织 240 名志愿者
深入社区、走上街头，通过发
放宣传单、现场劝阻等方式，
引导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养成
文明健康的出行习惯，做文明
出行、绿色出行的宣传者、倡
导者、践行者。

开展集中宣传
倡导绿色出行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日
前，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和市税
务局联合下发通知，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居民医
保）9月26日开始缴费。

据了解，居民医保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增加30元，达到每人
每年61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
标准30元，达到每人每年350

元。居民医保征缴时限为2022
年9月26日至12月31日。参保
居民享受待遇时间为2023年 1
月1日至12月31日。参保居民
应在征缴期限内缴费，逾期未缴
费者将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我市除参加职工医保以外的其他
城乡居民、外地在漯人员均可参
保缴费，不受户籍限制。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26日开始
每人每年350元

今年，召陵区供销社依托为
农服务中心，为葡萄种植户提
供农资供应、技术指导、销售等
一条龙服务，全力服务特色农业
发展。

保障农药化肥供应。为葡萄
种植户供应专用复合肥、叶面
肥、水溶肥等300多吨，供应杀
菌剂、杀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等农药，全力以赴做好农资供应
保障工作。

提供技术指导服务。为及时
了解葡萄病虫害情况，该中心工

作人员走访调研葡萄种植户数十
家，通过建立葡萄种植户微信
群，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病
虫害防治服务。

无偿推介销售。利用自身
渠道优势，免费推广、宣传召陵
区葡萄，20名外地客商直接与
葡萄种植户对接，并与其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今年，该中心帮助
葡萄种植户销售葡萄30多万公
斤，销往郑州、周口、驻马店、
信阳、湖北随州等地。

李素柯

召陵区供销社

一条龙服务葡萄种植销售

9月22日，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与市二院联合开展义诊
活动。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告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对以下房地产项目进行审查，已办理预售许可证，现予以公告（未经授权，不得翻印）。
截至2022年9月22日预售证

2022年9月2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6月10日核
发漯河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泰威
翰林苑”2号楼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9）漯住建售字
第0678号，住宅224套，面积27816.38平方米，商业8
间，面积859.44平方米。

该公司在2019年6月10日办理2号楼商品房预售
许可时，因工作失误，误将2号楼住宅套数多申报两套，
房号分别为：106、107号。2022年8月3日，漯河市土
地与房屋勘察测绘队出具的面积实测报告中，将2号楼
原预测绘中106、107号房号撤销。

现根据漯河市土地与房屋勘察测绘队出具的面积
实测报告，拟作如下变更：2号楼住宅由224套变更为
222套。

经审核，该公司开发建设的泰威翰林苑2号楼商品
房申请变更符合商品房预售变更条件，现予以公告。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到漯河市住
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提交书面材料，逾期无异议的，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局将变更泰威翰林苑项目2号楼
商品房预售许可内容。

联系电话：0395-3105309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9月23日

泰威翰林苑2号楼预售变更公告

●漯河市恒元建筑垃圾
清 运 有 限 公 司 豫
LL3309道路运输证（证
号 ：411103003675）丢
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1480751，
姓名为娄子潇，出生日
期为 2016 年 11 月 8 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楼号） 售房单位 售房面积（m2） 房屋坐落
住宅 非住宅

漯住建售字第20220068号 昌建云墅2021项目9号楼 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9565.09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燕山路西侧、洋河路北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20069号 苏荷·棠樾3号楼 漯河星汇置业有限公司 11767.2 西城区丹江路南侧、太白山路东侧

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公告

根据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批复》（漯政土〔2022〕155号）文件精神，现依法收回河南开源
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源汇区泰山路南段西侧国有
土地（划拨、工业）79959.1平方米，同时注销该宗地土地登记，
废止豫（2022）漯河市不动产权第0050376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收回后依法进入土地市场公开出让。

特此公告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9月23日

（上接01版）
五要创优体制机制，

激活内生动力。省实验室
建设按照新型研发机构定
位，赋予战略科学家、领
衔科学家、首席科学家决
定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
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
权、人力使用权，创新科
研管理和评价激励制度，
让科研人员静心科研、潜
心攻关。创新联合体建设
重在突出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构建起定位清晰、
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协

同创新机制，抱团取暖、
握指成拳，共同发展、共
享成果。

孙 守 刚 、 陈 舜 、 陈
星、安伟、宋争辉出席。

首批12家创新联合体
分别是隧道掘进工程装
备、高端超硬材料及制
品、煤矿智能开采、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体外
诊断、速冻调理食品、智
能传感器、智能矿山装
备、大分子药物、智慧能
源装备、数字光电、智能
起重装备创新联合体。

第三批省实验室
首批省创新联合体揭牌

（上接01版） 加快形成全方位传
播、全场景阅读、全产业链构建的
数字阅读新局面。

四要推进便民阅读，培优书
香河南建设环境。坚持公益性、
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面向
基层、面向群众科学配置阅读资
源，建设多元化阅读阵地，推进
公共阅读设施互联互通，保障特
殊群体基本阅读权益，让人人共
享书香。把书香河南建设与塑造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结合
起来，打造特色研学路线和文化
活动，让人们在行走河南中触摸
历史、感知文化、滋养精神、读
懂中国。

张建春代表中宣部、国家新
闻出版署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祝贺。
他指出，近年来河南高度重视全民
阅读工作，把书香河南列为“十个
河南”的建设任务之一，黄河两岸
书声琅琅，中原大地书香盈盈。希
望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全
民阅读工作，着力培根铸魂，加
强思想引领，不断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打造具
有鲜明地方特色、契合本地需求
的阅读活动品牌，建强全民阅读
工作平台，进一步涵育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不断掀
起全民阅读的新热潮，为建设书
香中国贡献河南力量。

大会发布了书香河南全民阅读
倡议。书香河南建设工作专班成员
代表作发言。

省领导王战营、陈星、安伟、
宋争辉，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
林、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
出席。

开幕式前，楼阳生等参观了
“书香润万家、奋进新时代”主题河
南书展。

此次活动将在各省辖市、济源
示范区、航空港区和部分县市同步
举行。省级主展场共展出4000余
种精品出版物、二十余种数字阅读
类融媒产品、近百种文创产品，还
将举办二十余场阅读活动。

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开幕

（上接01版）
在丰收广场上，消防、救

护等救援车辆均已就绪；位于
丰收广场东的舞台上，开幕式
彩排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进入游客中心和漯河文化
体验馆，记者看到展馆内配备
有轮椅、童车、充电桩等便民
服务设施，保洁人员有的在拖
地、有的在擦拭玻璃门窗。

在食尚里广场上，来自临
颍县樱桃郭村的盘鼓队队员身
着红色演出服正在排练节目。
队长张焕菊告诉记者，她们早
上7点多就赶过来了，正在做
最后的排练。

在食尚街区美食区，入驻
的商家正在为开业做准备；在
非遗和传统手工技艺馆内，砖
雕、走马灯、传统戏帽制作等
展台已经布置完毕，麦草画、

根画、竹编等中原民间绝活展
演令人眼花缭乱。在“庆丰
收 迎丰收”摄影展区，一幅
幅作品排列整齐；在文创市集
漯河礼物区域，贾湖陶等文创
产品已经被摆上了展台。记者
注意到，在各个展馆入口，均
张贴有场所码，且有工作人员
查验。

在名优特新农产品展区，
记者遇到了展区讲解员市农业
农村局农产品质检中心副主任
潘磊。“我已经准备半个月
了，能在丰收节上解说非常激
动。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把农
优产品推介给更多的人。”潘
磊说。

“所有人员均已到位，争取
以最好的姿态迎接丰收节开
幕。”“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
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准备工作就绪
喜迎八方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