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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剑 通讯
员赵蜘莅） 9 月 9 日，金风送
爽，天朗气清，博爱县磨头镇
狮口村村委会大院里洋溢着喜
庆的节日气氛，醒狮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员工正在为全村 170
户村民分发月饼、葡萄等礼品。

“今年公司的夏粮收入高达
76 万元，实现利润 8 万多元，
生意红火。中秋节快到了，对
我们公司来说是‘双喜临门’，
我们略备薄礼，回馈村民。”该
公司总经理胡增文对记者说。

2016年，狮口村两委会和
焦作市政府办公室驻狮口村工
作队争取到省农村集体经济试
点项目资金 161 万元，为刚刚
成立急需资金的醒狮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雪中送炭。

该公司以农田作业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等为主要
业务，牵头成立了助狮农机合作
社、强狮种植合作社2个农业合
作社，突出规模效应，实行集体
统一管理、统一耕种。截至今年
6 月底，该公司共流转耕地 540
亩，预计全年可实现粮食收入
100 万元、实现利润
18万元。

“土地流转后俺
能够放开手脚、心无

挂碍地外出务工挣钱，年底还
能参与分红，实在是太好了！
俺家已经在 2017 年成功脱贫。
去 年 ， 俺 一 家 收 入 3.6 万 多
元。”吃着刚领到的葡萄，村民
任军民心里美滋滋的。

狮口村得到实惠的贫困户
不止任军民一家。得益于集体
经济的快速发展，狮口村建设了
大型农机库、粮库等基础设施，
购买拖拉机、小麦收割机等大型
农机具 7 台，种田的机械化、科
学化水平显著提高。醒狮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每年把 20%的利
润用于村民分红，还为胡增云、
胡给斗等10名贫困村民提供了
粮食种植、管理等工作岗位，人
均月工资1500元。

焦作市政府办公室驻狮口
村第一书记张文东表示，狮口
村已于2017年成功摘掉省级贫
困村的帽子，全村贫困发生率
降为 1.33%。醒狮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狮口村壮大集体经济
的“助燃剂”，在该村摘掉省级
贫困村帽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壮大集体经济 帮助村民脱贫

醒狮公司拓宽产业扶贫路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 9
月 13 日是中秋节，这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明华、
副市长闫小杏带领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市交警支队、山阳
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管委会、市投资集团主要负责
人，看望慰问奋战在中原路施
工一线的人员，给他们送去月
饼、矿泉水等慰问品，向他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

韩明华、闫小杏一行先后
到中原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南
100 米处施工点、中原路城际
铁 路 立 交 桥 南 100 米 处 施 工
点、长济高速互通区南 100 米

处施工点慰问施工人员。每到
一处，韩明华、闫小杏都与施
工单位负责人进行交流，了解
施工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他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秋
节期间坚守施工岗位、顶风冒
雨加紧工作的中原路广大施工
人员表示节日的问候，希望广
大施工人员继续发扬不怕吃
苦、连续作战的奉献拼搏精
神，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照
施工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后续
工程任务，努力把中原路建设
成为焦作的放心工程、样板工
程、精品工程。

市领导中秋节
慰问中原路一线施工人员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登高
赏秋、观云海、品民俗，刚刚过
去的中秋节小长假，淅淅沥沥的
秋雨并未阻挡人们出游的脚步，
我市游客接待量和门票等收入同
比均大幅增长。

中秋节小长假期间，我市各
大景区游人如织。秋雨的造访让
云台山景区云雾缭绕，云海奇观
带给 5.76 万人次游客别样的体

验。雨后登神农山，凉爽的天气
让游客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大大提
高，富有成效的营销活动使景区
游 客 量 比 去 年 中 秋 假 期 增 长
51.4%。青天河景区迎来包括广
东、贵州、湖南 3 省专列团在内
的 3.06 万人次游客。嘉应观景区
推出的“清朝庆隆舞”“雍正皇帝
拜谒禹王大典”等演艺节目受到
游客一致好评。

遍布城乡的主题文化旅游活
动丰富多彩。在市太极体育中心
举办的2019“一带一路”太极行
焦作站展演活动、市博物馆举办
的“我做中国结、快乐过中秋”
主题活动、市科技馆举办的“中
国梦、中秋情”主题科普活动，
增强了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度、体
验感，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沁阳市许多市民举家前往

朱载堉纪念馆、沁阳市博物馆参
观，富有特色的展览深受中小学
生欢迎。

乡村特色游持续火爆。第三
届博爱县太行冬桃节吸引我省郑
州、新乡以及山西等地游客慕名
而来，品尝美味蜜桃，感受田园
风情。孟州市的老家莫沟、源
沟、耿沟、黄河文化苑、马吉
岭、古城湖等处也成为热门旅游

目的地，假日期间农家乐住宿游
客量持续增长。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全市
共接待游客 58.7 万人次，同比增
长 8.42% ； 实 现 门 票 等 收 入
1081.34 万元，同比增长 17.9%。
全市各景区秩序井然，无旅游安
全事故发生，无旅游投诉。

中秋假期58.7万人次游焦作
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8.42%

为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
化，落实褒奖诚信、惩戒失信措施，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
舆论，为文明焦作建设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
会环境。根据《焦作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焦作
市诚信建设“红黑榜”发布制度（试行）的通知》（焦文
明[2018]6号） 的文件要求，经反复讨论研究及多次征求
各部门意见后，现将焦作市 2019 年第一批诚信“红黑
榜”名单予以公布。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企业诚信“红黑
榜”名单（6个）

（一）企业诚信“红榜”名单（5个）
1.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河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
3.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焦作供电公司
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龙蟒佰利联股份有限公司
（二）企业诚信“黑榜”名单（1个）
焦作龙光影视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二、市税务局发布企业纳税诚信“红黑榜”名单

（25个）
（一）企业诚信“红榜”名单（18个）
1.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云台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3.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5.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
6.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保和堂（焦作）制药有限公司
8.河南中轴股份有限公司
9.河南鑫诚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河南省康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焦作金鑫恒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焦作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5.河南爱尔福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6.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17.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
18.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二）企业诚信“黑榜”名单（7个）
1.孟州市兄弟种植专业合作社
2.孟州市瑞晨种植有限公司
3.孟州市众生康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4.孟州市昌辉药业有限公司
5.孟州市中圣药业有限公司
6.焦作市诚大贸易有限公司
7.焦作市汇众鑫商贸有限公司
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企业诚信“红黑榜”名单

（4个）
（一）企业诚信“红榜”名单（3个）
1.焦作市方便面厂
2.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
（二）企业诚信“黑榜”名单（1个）
河南省江河湖海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四、市旅游局发布旅游行业“红黑榜”名单（23个）
（一）企业诚信“红榜”名单（12个）
1.焦作市神洲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河南上善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焦作市友好旅行社有限公司
4.盈科美辰国际旅行社民主路营业部
5.焦作光大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6.河南大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
7.河南中青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焦作火车站营业部
8.河南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焦作东方红广场营

业部
9.焦作市春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焦作市交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11.焦作市晟易达旅行社有限公司
12.河南中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焦作火车站营业部
（二）企业诚信“黑榜”名单（11个）
1.焦作市海陆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2.焦作市鹤祥旅行社有限公司
3.焦作市神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4.焦作市山水旅行社有限公司
5.山西太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焦作分公司
6.焦作市国泰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焦北营业部
7.焦作市新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幸福街门市部
8.河南筷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焦作服务网点
9.焦作环球旅行社有限公司建设路门市部
10.河南领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1.焦作市大自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个人诚信“红榜”名单

（17个）
1.赵飞琴 马村区人民医院儿科医生
2.张武奎 焦作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3.杨菊萍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4.赵小鸟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主任中医师
5.谈建新 焦作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6.薛红喜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主任医师
7.陆世华 武陟县嘉应观乡卫生院执业医师
8.李小霞 博爱县金城乡卫生院主治医师
9.杨保华 孟州复兴医院主治医师
10.岳双林 温县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11.付燕军 沁阳市人民医院副主任中医师
12.杜 燕 修武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13.李新胜 解放区上白作卫生院主治医师
14.张海洪 山阳区艺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医师
15.王 红 马村区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16.景 峰 中站区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17.成传喜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治医师
六、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安全生产领域企业诚信“黑

榜”名单（5个）
1.博爱县众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焦作交运集团鑫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河南邦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焦作市安嘉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5.焦作市风光砼业有限公司
七、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失信被执行企业、被执行人

名单（50个）
（一）失信被执行企业名单（20个）
1.企业名称：焦作快宜居实业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2执325号
2.企业名称：焦作市正大置业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恢12号
3.企业名称：焦作市麦宝啤酒原料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1487号
4.企业名称：焦作商和顺化工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1207号
5.企业名称：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恢116号
6.企业名称：焦作市麦宝啤酒原料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1480号
7.企业名称：焦作亿万饭店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513号
8.企业名称：焦作福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1474号
9.企业名称：弘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3执551号
10.企业名称：焦作市雄狮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3执550号
11.企业名称：焦作市新筑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3执577号
12.企业名称：温县车德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1017号
13.企业名称：焦作金诺德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895号
14.企业名称：焦作市海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4执6号
15.企业名称：焦作忠良晶体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4执40号
16.企业名称：焦作居美美家建材家居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11执288号
17.企业名称：温县塞纳春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2400号
18.企业名称：焦作市怀泉纯净水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1359号
19.企业名称：焦作市新发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11执146号
20.企业名称：沁阳市景天置业有限公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82执653号
（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0个）
1.姓名：李建军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执34号
2.姓名：冯小玲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1001号
3.姓名：赵 斌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2执910号
4.姓名：姜勇平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8）豫0802执恢249号
5.姓名：庞艳茹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4执189号
6.姓名：马王俊子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04执38号
7.姓名：范泽麒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11执1244号
8.姓名：颜汉伟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2142号
9.姓名：慕苗苗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82执935号
10.姓名：张明武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82执942号
11.姓名：孙世德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1680号
12.姓名：靳利红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2执恢54号
13.姓名：刘允星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2执恢47号
14.姓名：郭明惠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2516号
15.姓名：詹杰华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1280号
16.姓名：段艳玲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1221号
17.姓名：褚利平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2516号
18.姓名：千小飞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366号
19.姓名：魏秋燕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909号
20.姓名：赛随青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657号
21.姓名：古成田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962号
22.姓名：杨绵绵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1278号
23.姓名：郝群山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3执719号
24.姓名：高丽先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940号
25.姓名：韩志艳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1923号
26.姓名：闫天常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255号
27.姓名：黄国营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544号
28.姓名：骆 超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1231号
29.姓名：党有声
执行决定书案号：（2019）豫0825执902号
30.姓名：乔玲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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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文明办
2019年9月10日

关于公布焦作市2019年第一批诚信“红黑榜”名单的通报

经市政府批准，全市定于9月18日
10时至10时31分试鸣防空警报。

防空警报试鸣信号种类：一、预先
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重复 3 次为
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试鸣2个周
期，间隔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
秒，停6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时
间为3分钟），试鸣2个周期，间隔3分
钟；三、解除警报：连续试鸣3分钟，
试鸣一个周期；四、每种警报间隔5分
钟，共31分钟。

提醒大家注意收听和识别人民防空
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
序。

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9年9月12日

防空警报试鸣公告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印发
电击式灭蝇灯使用规范告知
书，对经营场地狭小不适合安
装电击式灭蝇灯的“两小”门
店，帮助换装诱捕式灭蝇灯，
已规范安装灭蝇灯 725 台，换
装新式灭蝇灯616台。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
管局

责任人：樊淑君 （山阳区
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

■解放区焦南街道认真落
实市、区单位帮扶老旧楼院长
效机制，市委宣传部、市委组
织部、市市场监管局、市档案
馆等单位帮扶力度大，健康教
育、病媒生物防制等工作效果
明显，群众满意度高。

责任单位:解放区焦南街道
责任人:金来斌 （焦南街道

党工委书记）
■中站区教育局要求区属

各中小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
以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四

季豆能引起食物中毒、三减三
健、健康生活方式等为内容，
举办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

责任单位：中站区教育局
责任人：周战营 （中站区

教育局局长）
■中站区许衡街道衡宇小

区环境卫生整洁，健康教育宣
传栏内容丰富、更新及时，“四
害”防制设施规范齐全。

责任单位：中站区许衡街
道

责任人：马志强 （许衡街
道党工委书记）、许海霞（衡宇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

■建设路马村区幼儿园创
卫宣传氛围浓厚，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门前五包”制度落实
到位，创卫基础档案资料齐全。

责任单位：马村区教育局
责任人：牛江丽 （马村区

幼儿园园长）
■示范区李万街道李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境卫生干净
整洁，健康教育宣传栏内容丰
富、更新及时，创卫基础档案
资料整理规范。

责任单位：示范区卫健委
责任人：王小燕 （示范区

卫健委主任）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

导组）

红 榜

组织健教类

9月13日，中
原路（解放路至省
道 S104 段） 正式
通车，成为我市城
区又一条较长的南
北通道，为市民出
行提供了便利。中
原 路 全 长 17.6 公
里，北起南山路，
南 至 省 道 S104，
项目概算总投资
14.34 亿 元 ， 于
2017年5月开工建
设。据悉，中原路
（焦辉路至解放路
段）计划今年年底
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刘
金元 摄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昨
日20时，市委办公室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动员会，市委常委、秘书长王
建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第
一巡回指导组应邀到会指导。

王建修在讲话中指出，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战略部
署。市委办公室全体人员要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
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开
展主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抓实抓细抓好，扎实推进主题
教育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王建修强调，市委办公室
作为市委的参谋助手，要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强化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责任担当，把牢联系服
务群众生命线，提升“三服务”工
作水平，以实际行动当好党委的

“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在
开展学习教育的过程中紧密结
合办公室实际工作，在推动主题
教育中当示范作表率，以刀刃向
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聚焦党的
政治建设等突出问题进行检
视，扎实有序推进各种问题解
决；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两手齐抓，做到统筹兼顾，
力戒形式主义，以实际成效推
动市委办公室各项工作实现新
跨越，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市委办公室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