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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瀚文"

&

月
"'

日下午#$八一%建

军节即将到来之际# 县委书记杨

永志& 县长马明超带着全县人民

的深情厚谊#看望了驻淮官兵#为

他们送去慰问品# 并致以亲切的

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县人大主任张帆#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宋志军#县委常委&人

武部政委朱伟#县委常委&办公室

主任王智华# 县人武部部长李清

福#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

党魁等陪同慰问(

杨永志一行先后到县消防大

队&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进行慰

问#每到一处#县领导与官兵们一

一亲切握手# 并仔细询问了他们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杨永志说# 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所取得的成绩# 与部队官兵的

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是军政军

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成果( 感

谢官兵们多年来为淮阳县社会经

济建设所作的贡献# 同时希望广

大官兵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作风 #

再接再厉# 一如既往地支持地方

建设( 地方党委&政府也将继续关

心和支持部队建设# 努力为官兵

们排忧解难#推动军地共同发展#

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杨永志马明超带队慰问驻淮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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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瀚文 杨东魁"拥军优属#鱼水情

深(

&

月
"%

日上午#全县
"$#(

年

度义务兵优待金集中发放仪式隆

重举行(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宋

志军#县人武部部长李清福#县政

府党组成员党魁等出席仪式( 县

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各乡镇负责

人&武装部长&民政所长及
#$$

名

义务兵家长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会议指出# 做好新形势下的

拥军优属工作# 对于进一步密切

军政军民关系# 巩固和发展军政

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大好局面#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会议要求#一要广泛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爱国拥

军&爱民奉献的浓厚氛围( 二要切

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着力改善

部队官兵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条

件( 三要严格落实各项政策法规#

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四

要深入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帮助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会议介绍了
"$#(

年度义务

兵优待金政策# 与会领导向义务

兵家长代表现场发放了优待金 #

军属代表作了发言(

据了解#本次集中发放优待金

共计
&"$

多万元 # 涉及义务兵

#$)!

人( 其中农村义务兵家庭每

户发放
*%!#

元# 城镇义务兵家庭

每户发放
'!)$

元) 入藏农村义务

兵家庭每户发放
#$#%#

元#入藏城

镇义务兵家庭每户发放
#'%!$

元(

自
"$#"

年起#该县已连续两

年集中发放义务兵优待金(

淮阳集中发放义务兵
优待金 5%!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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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葆青 孙自伟 "

&

月
"'

日下午 #

淮阳召开中华姓氏文化博物馆

!淮阳县博物馆 " 项目建设推进

会( 县领导李飞&耿党恩&李军志

出席会议#县发改委&住建局 &国

土局&文广新局&旅游局&城关镇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博物馆专家团队

!以首都博物馆原馆长韩永为代

表" 最终选定的是由华东建筑设

计院设计的方案( 会议就博物馆

环境布局& 陈列布展等相关细节

进行交流# 并听取了河南省博物

院副院长田凯等布展专家的意

见( 参加会议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致同意专家团队选定的方案 #

并积极展开讨论# 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

会议介绍了专家团队成员名

单# 对博物馆项目建设进行了任

务分解# 并要求各职能部门积极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博

物馆项目建设(

建设中华姓氏文化博物馆是

淮阳县实施 $旅游带动% 战略中

的一项重要举措#能更好地传承

和展示中华姓氏文化 #并能与淮

阳太昊陵& 易学文化应用中心 &

平粮台等景区!点"形成互动( 该

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文化交流和

教育的展示平台#提升淮阳县文

化旅游品位(

据了解# 中华姓氏文化博物

馆为天圆地方建筑形式 #建成后

将成为淮阳县又一个标志性建

筑( 其外观庄重&沉稳&大气 #与

太昊陵建筑群遥相呼应( 建筑布

局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 并能充

分展现淮阳县厚重的历史文化 (

另外#其相配套的停车位不仅能

够满足博物馆自身需要 #还能缓

解太昊陵庙会期间的停车问题 )

设计美观别致的园林绿化 #也将

成为淮阳县旅游产业又一个新

的亮点(

淮阳召开中华姓氏文化
博物馆项目建设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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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灿 徐常青"连日来#淮阳县多措

并举# 深入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 教育

引导全县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自觉把实现$企业梦%&$中国梦%结

合起来#为促进跨越发展&和谐发

展和富民强县贡献智慧和力量(

突出活动主题( 以$民营企业

家与中国梦%为主题#以增强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

企业发展的信心为主要内涵 #以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 以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目标 #

以促素质提高&促环境优化&促科

学发展为目的# 凝聚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的智慧和力量# 推动淮阳

经济快速发展(

坚持教育实效( 在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中# 坚持做到

四个结合# 即引导教育和自我教

育相结合# 广泛覆盖和重点突出

相结合# 解疑释惑和排忧解难相

结合# 教育实践活动与日常工作

相结合#努力增强活动的实效性(

同时#把加强教育贯穿始终#突出

加强国情形势教育& 革命传统教

育& 法制道德教育& 改革开放教

育&共同富裕教育#切实提高综合

素质(

搭建多样平台( 实践教育活

动中# 围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关

心关注的重点问题# 积极搭建政

企沟通平台&宣传引导平台&企业

交流平台&奉献社会平台&服务发

展平台#努力创造良好环境( 从企

业实际出发# 组织开展创新发展

行动&参政议政行动&文化强企行

动&思源感恩行动等#不断丰富活

动内容(

积极宣传典型( 注重加强对

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 突出

实践特色#通过分类指导#营造教

育活动良好氛围( 充分尊重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的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 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代

表人士和党员出资人发挥示范和

骨干作用# 挖掘教育活动中涌现

出的先进事迹# 做好典型人物的

宣传报道(

淮阳推进非公经济人士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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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黎"为了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巩固县域经济#

&

月
($

日# 淮阳

县特邀企业专家俞飞教授# 就如

何做大做强民营企业举办专题讲

座(

据了解# 俞飞教授是著名民

营企业研究专家& 企业成长史研

究专家&企业管理咨询专家#财经

评论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家族企业发展前景研究+课题组

副组长( 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南开大学&外经贸大学等

高校兼职教授( 因提出了著名的

$企业管理五论%---$照镜子理

论%&$同气连枝理论%&$握发吐哺

理论%&$甘辞厚币理论%和$纵鸽

于林理论%&$企业管理五论%被称

为$企业家的教练员%(

俞飞教授结合淮阳经济发展

状况# 从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的原

因和怎样才能将企业做大做强两

个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剖析(观

点鲜明严谨#经典古今交融(既凸

显中华文化的王霸思想# 又吸收

西方经典的管理理念# 蕴现代管

理哲学于传统历史掌故# 中西合

璧#深入浅出#把民营企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等发展过

程中的普遍性问题梳理得一清二

楚#并且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有

的放矢#操作性强(诙谐幽默的语

言贯穿全场# 穿插其中的故事恰

到好处# 在让人忍俊不禁之时又

总能发人深省# 不时引来阵阵掌

声(

专家做客淮阳传授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秘诀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晓黎"

!

月
#

日# 县政协十二届

常委会在县政协常委会议室召

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督查督办

"$#(

年政协提案及安排部署下半

年工作( 副主席张继华&李守运出

席会议( 市&县政协委员#县委&县

政府两办督查中心负责人# 县直

承办单位分管提案工作的负责人

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县政协副

主席李守运主持(

会议首先学习传达省委书记

郭庚茂在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 #

"$#(

年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

办理的数量上来讲#

"&"

件提案已

经办理完毕
##'

件#正在办理
#*(

件#尤其是县交通局&公安局 &财

政局&人社局&环保局&民政局&龙

湖管理处&旅游局等单位
"$#(

年

度的政协提案已经回复完毕 )从

办理效果上讲# 所办结提案已经

或正在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效

益)从办理措施上来讲#大部分单

位领导重视# 身先士卒# 措施得

力#不惜物力&人力&财力#创新 &

完善提案办理的方法方式(

会议要求# 县政协常委会&各

承办单位要以$践行 .四制 /工作

法#狠抓落实年%工作为契机#落实

$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的理念#围

绕$五个转变%#以抓紧,抓实提案

办理工作为载体#以实施提案督办

目标制,项目制,责任制,考评制为

工作抓手#克难攻坚#务实重干#用

提案办理的实效#实现建言献策向

智力成果的转化#力求实现提案工

作对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效

果最大化(

!!!!!!

高高的个头#衣着朴实#不善

言辞#是她留给初接触人的印象(

但熟悉她的人都说# 在她朴实无

华的背后# 是其对事业的忠诚和

对他人的友好和关爱( 她用朴实

的作风, 坚韧的性格和周到的服

务#把人生价值涂抹得那么绚丽(

她就是淮阳县烟草分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客服员郑俊霞(

十余年行程绕地球二三圈

郑俊霞的工作就是对
"$$

多

个客户每周各走访一次( 在她服

务的大连,葛店乡走访线路上#由

于经济发展原因# 该线路客户多

以中小为主#要想服务全面到位#

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心血( 郑

俊霞有一个很好的走访习惯#她

采取定时走访和重点走访相结

合#与客户约定走访时间#这样就

会使客户心中有数# 同时也给客

户一种规范,诚信的形象(但要做

到守时#其实也不容易#

"$$

多个

客户分散的行政村,自然村较多#

最远的客户有
($

公里左右的路

程(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不堪#一

趟回来就是一身泥水# 但是为了

对客户许下的服务承诺# 无论天

气多么恶劣# 她都要坚持走访商

户#准时无误#每天她的行程至少

*$

多公里#一年下来行程就有一

万多公里(十多年天天如此#细算

一下# 她走访的里程已经能够绕

地球二三圈了(

客户就如亲姊妹

郑俊霞把她所服务的每个客

户都当作亲人对待# 正是因为她

的这种态度# 客户也把她当做自

己亲人对待# 她与客户的感情已

经超越工作之间的关系(

在她服务的走访线路上#城

关镇于桥有一个名叫孙以东的商

户#提起郑俊霞#孙以东的妻子就

说0$俊霞人真好# 俺两个关系像

亲姊妹一样(%他妻子讲0$俊霞来

走访时#只要看我们生意忙#就帮

我们忙里忙外# 我们也没把她当

外人#她不熟悉商品价钱#我们就

让她帮着收钱( % 她还讲了一件

事#就是去年春节前夕#她家订了

一批白酒#之前有个亲戚急用钱#

向她家借了
*

万元# 说是年前不

耽误进货#由于特殊情况#亲戚没

及时还#这可急坏了孙以东两口(

郑俊霞得知此事后# 没过两天就

帮助筹来
*

万元钱# 解了他们燃

眉之急(她知道俊霞家也不富裕#

用完钱想给郑俊霞出点利息( 当

她还钱时# 郑俊霞说什么也不收

利息#还说谁家没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儿女挂心有爱也有愧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

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按说郑

俊霞夫妻都在烟草系统工作#应

该是幸福的( 可是不幸在
"$$$

年

降落到这对年轻的夫妻头上( 靠

着保胎生下的儿子一周岁时却查

出大脑发育迟缓# 不太会说话(

母爱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轰轰烈

烈#而在于对子女无私的付出( 郑

俊霞
#(

年如一日照顾患有先天

性智障的儿子( 在儿子身上#她倾

注了自己工作以外的全部精力(

先天性智障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

年来但凡有一丝希望#郑俊霞都没

有放弃对儿子的治疗#从县医院到

首都的儿童医院# 她已经记不清

到底带着孩子跑了多少次# 从专

家诊治到民间偏方# 她算不出孩

子吃了多少药( 正是作为母亲的

责任# 让她
#(

年如一日地照顾儿

子#从未想过放弃( 而郑俊霞的女

儿生下来
(

天就送到乡下的嫂子

家#满月已过#郑俊霞就开始忙碌

地工作( 女儿到
%

岁时#她才把孩

子接到身边上学( 此前#她从未陪

女儿过一次生日( 刚开始的一个

月里# 女儿就是不喊郑俊霞一声

妈妈#甚至说她妈妈在乡下( 虽然

现在孩子都在他们夫妻身边#但由

于郑俊霞工作忙碌#孩子基本上靠

丈夫照顾# 有时丈夫工作忙时#女

儿上学接送靠邻居帮忙(

获奖冰柜送给困难客户

郑俊霞不仅是一位爱岗敬业

的好员工# 更是一位助人为乐的

好市民(

"$#"

年#郑俊霞在一次

走访中# 偶然听说大连乡客户李

德英的故事(儿子
#$

多年前出车

祸身亡#儿媳带着孙子外出打工#

给他们老两口留下一个孙女#日

子过得很艰苦# 老两口为供孙女

上学#摆了个烟摊#现在孙女已经

上高中了#开销越来越大#老两口

更是省吃俭用( 郑俊霞得知这一

情况后#主动资助李德英的孙女#

不仅为她买生活用品和学习用

品#还一有空就到学校看望她#了

解生活学习情况# 关心她的学业

和身体状况# 把她当亲女儿对待#

李德英的孙女见人就夸0$郑阿姨

待我可好呢( % 今年#郑俊霞荣获

$淮阳县文明市民%殊荣#获奖一台

冰柜( 她回去和丈夫一商量#家里

的旧冰箱也能用#就把获奖冰柜给

李德英老两口送去了#让他们夏季

卖点冷饮#多挣点钱( 当冰柜送给

李德英时# 老人眼里含着泪水说0

$俊霞这闺女真是个好人1 %

乐当"家庭矛盾调解员#

自当客服员以来# 郑俊霞还

乐意调解客户家庭矛盾纠纷( 她

说#虽是些$鸡毛蒜皮%事#但能使

一个个家庭和谐起来# 感觉特幸

福(听到有人叫她$家庭调解员%#

她感觉特别亲切(

郑俊霞的走访线路上有一个

叫李保民的商户#去年年前#因为

他购进白酒时# 老婆不让他购进

那么多# 白酒卖得不快# 还占资

金#两人为此吵了起来( 碰巧#郑

俊霞骑车下乡走访客户路过他家

商店门口( 郑俊霞进门弄清原因

后#先劝李保民说0$大哥#你可不

对#夫妻有事要多商量#你把大姐

气坏了谁给你做饭( % 又劝他爱

人0$李大哥现在多购进些白酒也

不错#要过年了#大家都要买年货#

虽然这两天买酒的少#等过年走亲

戚时#大家需要#现在存点货#省得

到时断货( % 接着又劝他们两人0

$你们经营商店也够累# 何必因为

小事生气( 大过年的#外面很多买

货的#忙不过来我帮你们#别气了

22%经过俊霞这样一劝#两口停

止了争吵#开始忙起生意来'

自
#''!

年到现在#郑俊霞作

为单位一名普通客服员# 行进在

走访客户路上已近
#*

个年头#她

从未喊过累叫过苦'相反#在这条

充满爱心和责任的道路上# 她行

走得是那么踏实和坚定# 在奉献

中她也收获了幸福和感动'

爱让!云霞"更美丽
---记淮阳县烟草分公司客服员郑俊霞

!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刘坤

县委书记杨永志!县长马明超在县消防大队慰问消防官兵"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瀚文 摄"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瀚文 文
+

图"

&

月
"&

日上午#一

场新奇, 有趣的水上自行车比赛

在淮阳龙湖西柳湖激情上演'

湖面上# 水上自行车一字排

开#选手们整装待发' 一声响亮的

出发号令响起后比赛正式开始 #

选手们你追我赶# 互不相让' 岸

边#摄氏
(&

度的高温并没有阻挡

住亲友团和观众们的热情# 呐喊

声和掌声时时响起# 整个赛场精

彩不断#不仅充满着比赛的激情#

更洋溢着运动的快乐'

此次水上自行车比赛分为男

单,女单,男双,女双,男女混双
*

个项目# 各项目共角逐出
#

个一

等奖#

"

个二等奖#

(

个三等奖'

据了解# 水上自行车比赛在

荷花节期间 !

&

月
!

日至
!

月
!

日"每周六,周日上午举行'

!县政协常委会督办政协提案
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

本报迅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陈俊廷 文
+

图"为充实在校大学生

暑期生活# 引导返乡大学生关注

家乡经济建设# 感知家乡近年来

经济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和取得的

新成就# 增强大学生的地域归属

感和荣耀感' 近日#共青团淮阳县

委利用暑期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

了
"$#(

年$心系家乡,爱我淮阳%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先后

就工业经济及产业集聚区建设 ,

现代农业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等

进行走访'

当大学生们每到一处实地参

观座谈时# 对家乡近年来取得的

成就感到骄傲' 在产业集聚区#一

栋栋标准化厂房# 一条条宽阔马

路#让大学生们深感振奋0没想到

家乡的产业集聚区建设规模这么

大,发展速度这么快' 在新陆春天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当大学生们

了解到淮阳县的种植业和养殖业

已经颇具规模化, 规范化和市场

化后# 为家乡的现代农业发展速

度和质量感到高兴' 在与新生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伟国

座谈时# 大学生们深深地被他主

动放弃城市生活#坚持返乡创业#

致富不忘乡邻的精神所感动 #纷

纷表示#要以马伟国为榜样#刻苦

学习#提高本领#以此次社会实践

活动为契机# 回馈家乡# 奉献社

会' 在泥泥狗展览馆#大学生们深

入了解$活化石---泥泥狗%的由

来和制作工艺后#感慨万千#深深

被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 古老的

民间艺术所吸引#一致表示#回校

后要大力宣传家乡的悠久历史和

秀美风光# 让更多的人来淮阳旅

游观光#寻根祭祖'

此次活动形式多样# 动静结

合#内容丰富#在外出参观的基础

上#团县委还组织了礼仪讲座,淮

阳青年自主创业报告会' 在 *有

$礼%走遍天下+礼仪讲座上#周口

东方语言艺术中心老师从成功要

素,着装礼仪,举止礼仪 ,沟通技

巧,个人素养,学会感恩等方面为

大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示

范' 互动环节中#大学生们踊跃上

台演示坐,立,行标准姿势 #老师

逐一指导和鼓励' 同学们听后纷

纷表示# 这次讲座具有很强的实

用性,针对性#对于今后礼貌待人

接物,增加个人魅力,参加人才招

聘等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在河南

省瑞能服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书

景 作 的 *你 的 梦 想 一 定 会 实

现---传递正能量#共筑中国梦+

专题报告会上#唐书景从
#&

岁离

乡打拼的经历开始谈起# 用自身

的奋斗历程鼓励大学生们树立远

大理想#敢于挑战自我#不断调整

心态#勇于战胜困难' 其创业的艰

辛和曲折# 让大学生们听得激情

澎湃'

与此同时# 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的大学生还积极参与了荷花节

活动' 参观书画展#参与水上自行

车赛角逐# 大学生们不仅欣赏到

美的书画作品# 还享受了龙湖休

闲乐趣'

据悉# 淮阳县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还将举办伏羲文化讲

座,演讲比赛,优秀调研报告评选

等活动'

!!!!!!团县委组织开展$心系家乡,爱我淮

阳%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家乡新变化让学子激情澎湃

龙湖激情上演水上自行车赛

大学生在新陆春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蔬菜生产基地参观"

大学生参观泥泥狗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