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雪 特约通讯
员 王丙双 通讯员 周正阳）日前，河
南省第六届青少年校园足球“百名
优秀小球员”“十佳小球员” 名单公
布，我市 18名足球小将榜上有名。

在此次评选中， 南阳市十二小
王昀泽、南阳市十五小丁翊宸等 16
名学生入选“百名优秀小球员”；南
阳市十五小卫腾宇、 宛城区建业小
哈佛双语学校赵宇航入选“十佳小
球员”。南阳市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

公室荣获河南省第六届“百名优秀
小球员”“十佳小球员” 评选活动优
秀组织奖。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足球进
校园”工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
设高标准足球场地， 引进招录一大
批专业足球教师， 充分利用学校体
育课堂教学和中小学校园足球俱乐
部， 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足球运动的
中小学生， 为南阳乃至全省足球运
动注入新的活力。 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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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再获殊荣

获评“第五届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

南阳徳鑫农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是社旗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 位于
社旗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南侧兴
隆路西，是一家集粮油收购、加工、
储存、 销售于一体的市级重点农产
品加工企业。

南阳徳鑫农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4 月
竣工投产，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占

地面积 26680 平方米， 拥有石磨香
油生产、植物油压榨、食用油调和等
生产线，生产设备 800 余台（套），年
产调和油 1.3 万吨、植物油 5 万吨、
黑芝麻石磨香油 120 吨、 玉米糁加
工产品 2.5 万吨，“赊店香” 黑芝麻
石磨香油、“宛盛” 食用调和油、“金
玉宛”玉米糁玉米粉系列三大类 15
个品种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东、

河南等 10 余个省市，深受消费者喜
爱。该公司与省属科研单位合作，不
断完善包装油、玉米糁产品系列，引
进、研发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特
色农产品项目， 实现公司效益与县
域经济良性发展。

南阳徳鑫农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坚持“食品安全化、非转基因化、绿
色有机化、 营养科学化、 食药兼备
化”的“五化”发展理念，全力筑牢食
品安全防线。 该公司旗下拥有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10000 亩， 投资
100 余万元建立中心实验室， 配备
技术人员， 购置粮油检验先进设备
20 余台，同时还成立了食品安全领
导机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该
公司全方位加强原料采购、贮存、生
产、检验出厂全过程管理，完善各环
节原始记录和台账， 严格控制食品
安全各项指标， 积极配合各级部门
抽检检查，并强化送检自检管理，不
间断排查隐患，立整立改；持续优化
售后服务，主动接受消费者监督，及
时调换并科学处理临期产品， 切实
做到让消费者满意、让食用者放心。

该公司精心打造的农产品绿色有机
基地、大型石磨香油加工基地，目前
已经成为宛东大型粮油生产基地、
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南阳德鑫农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以优化上游原料品质、 发挥龙头带
头作用为已任，采用免费提供种子、
签订回收合同等形式， 与农业合作
社和农户开展合作， 推广高附加值
玉米、花生，芝麻等新品种，引领种
植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共同发展。 2020 年，该公司收购、加
工当地高淀粉玉米、高油酸花生、黑
芝麻等优质品种 12 万吨，带动当地
农户实现增收 800 余万元； 与全县
320 个困难农户签订种植回收合同，
免费提供种子、农药和技术培训，先
后投入资金 36 万元；与全县 600 名
“四集中” 人员签订入股分红协议，
已连续 2 年支出分红资金 138 万
元；与何庙村签订对口帮扶协议，捐
款、捐物 125 万元；与社旗县教体局
签订教育振兴捐助协议， 捐助困难
学生教育基金 60 万元，充分体现了
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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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田园 通讯员
王峰）6 月 22 日， 南阳市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获颁“第五届全国先进保
安服务公司”牌匾，是我省唯一一
家获此荣誉的保安公司，也是该公
司继 2016 年获评“第四届全国先
进保安服务公司”之后，再次获此
殊荣。

日前，为表彰先进，公安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组织开展第
五届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优秀
保安员评选表彰活动，对近 5 年来
全国保安行业涌现出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进行表彰。 本届共有 50 家
先进保安服务公司、100 名优秀保
安员获得殊荣。

南阳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成
立二十年来， 在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张建国的带领下，秉承“军事
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立业理念，
不断开拓创新，发展壮大。 目前已
成为集人防、技防、武装押运、保安
培训及保安服装生产经营销售为
一体的规模型、综合性企业。 多年
来，该公司紧紧围绕“公安机关重
要辅助力量”这一特殊属性，积极
协助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安防控
建设，提供破案线索，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 参加各类大型活动安

保，协助处置群体性事件，特别是
在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为服务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作出积极
贡献。

截至目前， 南阳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已为 3800 多家保安客户和个
人提供人防、技防、保安消防、治安
防范及武装守押等不同类型的安
全服务，从业人数 1 万余人，走在
全省乃至全国保安行业前列。 近年
来，保安队员共协助公安机关查破
各类刑事案件千余起， 制止盗窃、
流氓械斗、扰乱公共秩序等治安事
件 4970 余起， 抓获扭送各类违法
犯罪嫌疑人 1300 余人次，590 余名
队员为维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负伤，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奉献精神，默默守护
着各行政及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广
大居民的安宁，彰显新时代保安的
良好形象。

该公司先后获得“河南省首届
先进保安服务公司”“河南省十佳优
秀保安服务公司”“全国第四届优秀
保安服务公司”等荣誉称号。2020年
12月， 被公安部评为全国疫情防控
表现突出保安先进集体。 ③3

本报讯 （记者 马苏）6 月 25
日 15 时，市图书馆“宛图讲堂”将
举办 2022 年高考志愿填报公益
讲座。

对于考生来说，志愿填报至关
重要。 如何科学填报志愿，如何根

据成绩选择心仪的大学，是考生和
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 此次讲座将
邀请市城乡规划展示馆原党支部
书记周皖豫详细讲解高考志愿填
报的方法和技巧，助力考生顺利考
取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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