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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正能量代言

本报记者 段平

王晓瑞，曾是一名普通的下岗

女工。十多年来，她用诚信和爱心

踏实创业，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

答卷。她先后获评省文明诚信商

户、市第四届文明市民、卧龙区首届

道德模范、卧龙区巾帼创业标兵。

近日，王晓瑞又荣登2016年“河南好
人榜”。

王晓瑞，南阳市四季沐歌太阳

能南阳分公司总经理。1998年，她
从中原电梯厂下岗后不等不靠，卖

起了四季沐歌太阳能热水器。在经

营中，王晓瑞十分注重企业信用体

系建设，规定企业营销人员定期学

习合同法，指定专人负责企业信用

工作，规范和健全了合同信用、财务

信用、完税信用、产品质量信用等管

理制度。为把诚信贯穿到企业日常

经营行为和发展战略中，她在公司

建立了客户意见信息反馈管理制度

和合同评审流程，使管理人员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为使企业诚实守

信得到更好落实，从而打造品牌诚

信企业，王晓瑞聘请专家为自己的

企业量身打造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

的CS顾客满意系统，让企业完全站
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把顾客

的需要和满意放在企业一切经营方

针的首位，力争最大程度提高客户

对企业的满意度。企业导入CS系统
后，对顾客的一切售后服务采取全

免费，要求对顾客的投诉12个小时
之内必须给予解决。在王晓瑞的努

力下，企业建立了一系列科学管理

系统，使企业诚信管理步入了正规

化，企业产品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

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赖。

王晓瑞以诚信立足社会，用真

心对待员工。凡是新到员工她都要

按照劳动部门要求及时与他们签订

劳动合同，用合同保护职工及企业

双方的合法权益；她还坚持员工生

病住院必访、有困难必访、有思想情

绪必访、发生工伤必访、职工有纠纷

必访的“五必访”制度，让每位员工

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怀。

“社会给予我这么多，我只求力

所能及地做些自己该做的事。”王晓

瑞如是说。多年来，她致富不忘回

报社会，先后安排下岗职工和农民

工30多人就业，经常向社会献爱心，
为灾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

在工作和生活中，王晓瑞注重

的是一个德字，展现的是一个能字，

突出的是一个勤字。她用自己的一

言一行体现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

乐于助人的人生境界，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赞许和厚爱。累累累3

树立诚信品牌 真情服务社会

2月14日，“中信国安杯”首届白河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举行。我市书画界的20余位名家在
30米长卷上挥毫泼墨 累累累1 本报记者 马庆科 摄

特约记者 李崇 通讯员 许纪民

情人节，一束玫瑰花、一句柔情话，传递着浓浓爱意。

按惯常思维，这份浪漫似乎只属于都市的年轻人。然而，在

社旗县下洼镇的霸王山上，古稀之年的老教师范书勤夫妇，

也上演了浪漫的一幕。

“今儿情人节，我给你买束花。”2月14日，范书勤把一
束悄悄从县城购买来的玫瑰花，深情地献给了妻子战豫生。

这意外的惊喜，让老伴既高兴又激动。她不顾羞涩，随

即给范书勤一个拥抱，说：“还买个花，辛苦一辈子了，省点

钱买两棵树栽栽，也比买这东西强。”

一束玫瑰花，不仅表达了范书勤对妻子的爱恋，更表达

了对妻子的无尽感激。

范书勤夫妇生育五个孩子，在他们精心教育下，孩子们

都学业有成，成为国有大公司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目前，

孩子们有的在北京、上海工作，有的已定居国外。

他们这个家庭，在2016年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光荣称号。孩子们多次催促他们老俩口，

去城市一同生活，但都被拒绝。范书勤一心扑在开发荒坡

荒山上。

“老伴俺俩结婚53年了，年轻时老伴跟着我孝敬公婆，
关爱子女，把五个子女都培养成人。”范书勤说，“老了，本来

该享享清福了，结果又跟着我开发霸王山，开发了五年，风

里雨里从无怨言。我觉得我这一生亏欠老伴的真是太多

了，跟着我受这么多苦，所以，情人节来了，想给老伴一个惊

喜，弥补对她的亏欠。”

社旗县下洼镇霸王山是传说中楚汉争霸之地。这里随

处一块巨石、一处山泉都留有美丽的传说。2012年，为把这
里打造成汉代历史文化游园，五年来，范书勤夫妇先后投资

150多万元，修梯田，栽树木。如今他们栽植的腊梅、赤楠、
红叶李、核桃等十多种树木都已郁郁葱葱，山涧修筑的五座

小型水库内碧波荡漾，青山绿水在明媚的春光中构成一幅

迷人的画。

“人不在，青山在。”如今，这句话经常挂在范书勤的嘴

上，这也是他和老伴暮年的人生追求。累累累6

情人节见证
古稀老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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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售后包

租，指开发商向购房人承诺，对其所购买的商品房，由开

发商承租或者代为出租并支付固定年回报的销售方式；返

本销售，指开发商定期向购房人返还购房款的销售方式；

分割拆零销售，指开发商将成套的商品住宅分割为数个部

分出售给购房人的销售方式。

这些销售行为的实质，是以承诺售后高回报、低风险

的方式促销商品房，加快资金回笼速度或者为滚动开发提

供资金支持。表现形式通常是以提供固定年回报、原价

（或增值）回购、承诺无（低）风险投资等方式，销售公

寓式酒店、分时度假酒店、酒店式公寓、酒店式办公楼、

产权式百货商场、产权店铺等。如果已经以售后包租等方

式购房的业主，一旦发现开发商蓄意诈骗、携款逃匿，要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开发商不能按合同要求兑现回购

或支付回报承诺时，要及时采取措施，通过协商、仲裁或

诉讼等方式解决，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累累累5
(本报记者 周二立）

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称，每张邮票无

不尽选最优秀、最美好、最具代表性或纪念

性的东西，经过精心设计，展现在邮票上。

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春节、清明节、端午、中

秋等节日，中国邮政都发行了相关邮票。

中国邮政于2000年1月29日发行的《春
节》特种邮票1套3枚，小型张1枚。全套邮
票以质朴、夸张的表现手法和亮丽对比的色

彩，表达出我国人民过春节的欢乐喜悦的场

面与丰富强烈的民风民俗。

2006年5月20日，清明节被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邮政于2010年4月5日发行《清明节》特
种邮票1套3枚。画面分别为“祭祖”、“踏

青”和“插柳”，生动再现了清明节的传统礼

仪和民风民俗。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中国邮

政于2001年6月25日发行《端午节》特种邮
票 1套 3枚。以我国传统的木版年画中的
“赛龙舟”、“包粽子”、“避五毒”为选题,该套
邮票较全面地展示了端午风俗。

中秋节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国邮

政于2002年9月21日发行《中秋节》特种邮
票1套3枚。该套邮票以传统的民间木版年
画艺术形式为表现手法，以具有木版年画味

道的铁线描造型，简洁明快地体现了中秋节

月光融融、欢乐吉祥的气氛，方寸之间反映

了人们的共同意愿。累累累5 （董志国）

邮票上的传统节日

本报讯 2月13日，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发布消息，全省交警部

门将设立有奖举报酒驾制度，群

众如果发现酒驾违法行为，可以

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各级交警
部门指挥中心电话，或通过河南

警民通APP进行举报。经交警部
门查证属实的，从即日起，给予举

报人一定的奖励。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酒后驾车已经成为交通

事故的第一大“杀手”，警方对酒

驾采取零容忍态度，严查酒驾已

成常态化。今后，将拓展查处空

间，从城市向农村延伸，从前半夜

向后半夜延伸，从单一处罚向多

种手段延伸。为了加大打击酒后

驾驶力度，避免人情干扰，各地交

警部门必须将酒驾司机的血液酒

精检测结果，及时上报全省公安

交通管理平台。同时，对醉驾造

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司机，一律终

身禁驾。累累累2
（据河南日报）

居民举报酒驾有奖

本报讯 （记者段平）2月14
日是西方情人节，很多恋人都想

在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日子里喜

结良缘。昨日，记者从卧龙、宛城

婚姻登记处采访获悉，仅昨天一

天，就有343对新人办理了结婚
登记，其中，卧龙区办理了 178
对，宛城区办理了165对。

每年的2月14日都会掀起登
记结婚的小高峰，今年也不例

外。在卧龙区婚姻登记处，办理

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对接着一对，

他们在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拍下结婚登记照，整个过程都

那么郑重。前去登记的新人表

示，选择情人节登记领证很有纪

念意义，也让自己的婚姻从第一

天起就充满甜蜜和浪漫。据了

解，每年的2月14日、“520”、“双
十一”等特殊日子，新人们都会扎

堆办理结婚登记。据该登记处工

作人员统计，情人节当天就为

178对新人办理了婚姻登记，比
平常涨了三四倍。累累累6

昨现新人领证高峰

本报讯（记者洪塔）昨日，记

者从我市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节

后一些热门旅游线路价格纷纷

“跳水”，对于居民来说，错峰出游

是个不错的选择。

市城区七一路某旅行社工

作人员介绍，春节期间出游，

吃住价格都比平时高，路费、

住宿费占旅游消费中的比重很

大，现在这两项费用降下来，

总体开支自然下降，与春节期

间相比，现在出发的国内长线

游、出境游产品报价平均降幅

在 30%左右。节后游客错峰出
游不仅避开了春节人流高峰，

而且可以省下不少钱。

某旅行社负责人表示，每年

春节过后都是旅游市场淡季，不

少旅游线路价格处于全年最低

谷。为保持旅游人气，旅行社联

合航空公司、酒店、地接社等推出

了不少优惠促销活动。此时出游

性价比最高，有意出游的居民不

妨选择此时出游。累累累5

节后旅游价格回落

本报讯（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

丁俊良 乔永久）外公带着两岁多

的外孙女，因忙着在香菇棚里干活

儿，对外孙女何时沿着路边玩耍走

失浑然不知。幸亏遇上了西峡县

重阳派出所的热心民警帮忙寻找，

及时将小女孩送到亲人身边。

2月12日16时许，西峡县公
安局重阳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

重阳村路边有一个迷路的小女

孩。接到报警求助后，重阳派出

所半川警务室民警迅速出警赶到

现场。面对民警询问，小女孩沉

默不语，民警只好先将该女孩接

到了派出所，并为其购买了食

物。之后，半川警务室民警乔永

久、杨栋霖带着小女孩一路从重

阳村河北营沿河寻找家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走访、询

问，两名民警终于在重阳村二组

一带的一处香菇棚边找到了小女

孩的外公。累累累6

民警送回走失女孩

本报讯 （通讯员王琦超 张

晓红）日前，内乡县物价局相关负

责人接到安徽客人送来的一面锦

旗，上书“公正执法、公心为民”八

个大字。

该局值班人员接到符女士投

诉某高速事故拖车公司雪天收

费高的问题。原来，1月31日上
午，符女士和安徽籍丈夫李先生

带着孩子开车回内乡探亲，恰逢

雨雪天气，轮胎打滑导致车辆撞

上护栏，车头损坏严重，随即高

速交警联系附近某拖车公司，把

她家的小车拖到某停车场。当

符女士到该停车场提车时，被告

知需交 2800元拖车费。符女士
认为拖车费该交，但收费过高。

该局物价检查组实地查看

该停车场，未在醒目位置发现收

费公示栏或公示牌。检查组找

到停车场负责人王某，她称停

车场才开始试营运，还没完善

好相关手续，也未设置收费公

示牌，停车场工作人员对收费

政策和具体标准不甚了解。了

解不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和标

准，不按规定乱涨价、乱收费的

处理结果后，王某当场表示立即

整改，并积极和当事人协商，办

好提车手续。累累累5

快速处理价格举报
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