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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营业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独山大道与范蠡路交叉

口向北 100米璟都国际 8号楼 11层
机构编码：000126411300
许可证流水号：0241487
成立日期：2015年 1月 16日
发证时间：2020年 6月 18日
邮政编码：473000
联系电话：0377-6138339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

机构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
cbrc.gov.cn)上查询。②1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方城支公司

营业地址：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城关镇张骞大道与高速

引线交汇路口西南角方城县人社局西隔壁

机构编码：000019411322
许可证流水号：0241486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19日
发证时间：2020年 6月 18日
邮政编码：473200
联系电话：0377-6608933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

机构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
cbrc.gov.cn)上查询。②1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关于
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陈 琼 通讯

员徐宠尧）6月 23日，市统计局

机关党委带领第一、二党支部，

联合局妇委会、人口普查办公

室、青联、驻村工作队，与新野

县统计局相关人员一起，深入

对口帮扶的该县王庄镇王桥

村，开展“情暖王桥”志愿服务

暨主题党日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该局党员志愿

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在王桥

村委会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宣传，在王桥村小学开展了

“粽情端午·书香领航”诵读，在

分包的四户贫困户家中开展了

“户容户貌整治”等帮扶活动，

倾力打造“情暖王桥”结对帮扶

特色品牌，大力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不断提高志愿服务活动项

目化、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

彰显了“全国文明单位”的良好

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了精神文

明建设和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上

档升级，全面提升了职工素质和

党员干部党性修养。②11

市统计局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打造帮扶特色品牌

本报讯 （记者郝春城）记者

近日从“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

师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悉，

2020 最美教师 20 名候选人已经

正式产生。自即日起，公众可通

过网络、微信等途径进行投票。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

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

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河南

教育报刊社教育时报、河南省教

育发展基金会承办，旨在挖掘宣

传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

秀教师典型，激励广大教师弘扬

抗疫精神，争当最美教师，争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引导全社会关心教师队伍建设、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为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全

省各地、各学校高度重视，积极参

与。截至 6月 2日，组委会办公室

共收到各地、各校上报事迹材料

143件。组委会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和向基层一线教师倾斜、向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优

秀教师倾斜的原则，经过初评，最

终确定了 20名候选人。

组委会还建议将远程辅导武

汉学生的优秀班主任团队作为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特别

奖推荐候选人。

现将候选人名单公布，请大

众积极参与，踊跃投票，选出心中

的“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

投票平台为“河南省教育厅”

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大象新闻客

户端、“教育时报”微信公众号。

投票时间为 2020年 6月 24日
8时至 6月 30日 8时。②11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候选人出炉

“河南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自

2015年开展以来，在全省先后树立了

一大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教

师典型，充分展现出了新时期河南教

师美丽阳光、严谨笃学的新形象，得到

了各地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

视和广泛关注，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

了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我省教育

大会精神，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

风建设，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河

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决定

联合开展“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

宣传推介活动。在各地、各学校认真

组织遴选推荐的基础上，经“出彩河南

人”2020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组委

会组织专家初选，遴选产生 20名 2020
最美教师候选人。自 6月 22日 8时起，

在“河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河南省

教育厅”微信公众号、大象新闻客户

端、“教育时报”微信公众号等开通投

票通道，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特

别奖候选人（远程辅导武汉学生的优

秀班主任团队）只展示其事迹，不参与

网络投票。

投票规则
1.投票时间：6月 24日 8时至 6月

30日 8时。

2.投票范围：主办单位公布的 20
名候选人（候选人事迹点击人物照片

即可查阅）。

特别奖推荐人选仅展示事迹，不

参与投票。

3.本次评选为实名制投票，一个身

份证号限投票一次，一次最多可以投

10人。

4.禁止一切违规刷票的行为，一

经查实，主办方有权取消候选人参选

资格。

投票方式
微信投票：关注“河南省教育厅”

微信公众号（henan-education）、大象新

闻客户端、“教育时报”微信公众号

（jysb1987）均可参与。

网络投票：登录“河南省教育厅”

官方网站，进入“出彩河南人”2020最
美教师宣传推介页面，点击 20名候选

人照片下方的投票框进行投票。②11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网络投票说明

1.王红玉 濮阳市第五中学教师

2.王明航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师

3.王晓琳 济源第一中学教师

4.白会娟 洛阳市嵩县饭坡镇青山

村小学教师

5.刘玉香 新乡市辉县市文昌中学

教师

6.孙妞妞 河南科技大学教师

7.麦陆南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教师

8.李 慧 新乡医学院教师

9.李瑞芬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10.何小龙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教师

11.何光静 信阳市商城县余集镇

龙河小学教师

12.陈沁梅 焦作市沁阳市实验中

学教师

13.尚宇红 河南工业大学教师

14.胡金吾 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

第二初级中学教师

15.贾福霞 河南省实验小学教师

16.黄志昂、李霞夫妇 河 南 大 学

教师

17.常新梅 驻马店市新蔡县余店

镇中心小学老师

18.彭群浩 周口市淮阳中学教师

19.童长窝 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

冯庄小学教师

20.冀贺娜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中

学教师

特别奖推荐人选

远程辅导武汉学生的优秀班主任

团队：

乔朝霞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教

师

王三朝 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王 南 开封市金明中学教师

注：特别奖推荐人选不参与网络

投票。②11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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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日报社组织收看《好记者
讲好故事》巡讲

争做好记者 讲好南阳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葛 宾）面

对即将来到的端午节小长假，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近日携手

全市 A级景区、星级饭店、旅行

社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通

过“文明从我做起”“争做礼让

市民”“我是文明出行参与者”

等活动，加强宣传引导，推动志

愿服务，积极营造文明旅游好

氛围，弘扬旅游新风尚。

游客要自觉遵守《中国公

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维

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做

到快乐而不过分激动，潇洒而

不肆意放纵；要保护生态环境，

爱护公共设施，不随地吐痰、不

乱扔废弃物、不践踏草坪，让文

明旅游成为一种新常态。游客

在游览期间要服从疫情防控管

理规定，提前预约，出示“健康

码”“行程卡”，佩戴口罩，主动

接受体温检测。②11

营造文明旅游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李金玺 周

梦）新闻的力量震撼人心，榜样

的力量催人奋进。6月 23日下

午，南阳日报社组织全体采编

人员，共同收看了第六届《好记

者讲好故事》网络巡讲。

在巡讲中，来自人民日报、

新华社、河南日报等全国 15家
新闻媒体的 15名记者，在镜头

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采访故

事，记录下了人间温情世间大

爱，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展现

了这个伟大时代赋予记者的光

荣使命和责任，用最朴实的语

言，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催人

泪下，催人奋进。

在收看了《好记者讲好故

事》网络巡讲后，南阳日报社的

采编人员表示收获很大，对自

己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在下一

步工作中，将不断增强自己的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身

边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学习他

们对工作的执着和坚韧，继续

用自己的真情传递正能量，认

真践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

职责，不负韶华勇于攀登，谱写

最美的人生篇章。②11

日前，南阳飞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团扇徐徐送清凉”活动，组织职工结合端午节相关题材，将自己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付诸笔端，手工绘制团扇，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②11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王 侠 曹 如 摄

本报讯 （通讯

员谢 君）“俺家种

的那 20多亩供港蔬

菜 这 回 可 算 有 救

了！”6月 20日，桐柏

县吴城镇陈留店村

李大嫂面对桐柏县

委第四巡察组，激

动地说。“水库水闸

修好了，以后再也

不用担心庄稼缺水

了 ……”张 大 嫂 更

是满心欢喜。

据 了 解 ，吴 城

镇陈留店村和罗畈

村，除了种植庄稼

外，部分村民还种

植了近千亩茶叶、

2000 多 亩 苗 木 花

卉、上千亩供港蔬

菜。这些是老百姓

重要的经济收入。

经过一年的辛

勤耕耘，眼看着到

了收获季节，却偏

偏遭遇连旱天气。

而境内丁庄水库的

水闸年久失修无法

正常放水，如不及

时 浇 灌 ，茶 叶 、花

卉、蔬菜或将干枯

绝收。

村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听说桐柏县委第四巡察组入驻镇里

了，大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巡

察组驻地反映。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巡察组迅速召开组务会，研究为

当地群众解决燃眉之急的对策。经

过组务会研究，巡察组迅速行动。

首先，他们派一支小分队到水库、水

渠现场进行实地踏看并采集信息；

随后，将调查了解的信息反馈给吴

城镇政府和该县水利局等相关部

门，并多次督促水利部门加派技术

人员抓紧时间抢修。由于水库水

深、地形复杂，一度影响了抢修的

进度。经过巡察组多方协调和督

促，水闸在一周内终于抢修成功并

顺利放水。水闸开通放水后，两个

村境内的 300 多亩茶叶、400 多亩

花卉和 200多亩的蔬菜保住了。

6 月 20 日，巡察组再次来到吴

城镇陈留店村供港蔬菜基地查看

时，丁庄水库的水闸已经抢修成

功，水闸正常开闸放水，水库的存

水正灌溉着百亩水稻、千亩花卉。

看着汩汩清水流向田间，村民们心

里乐开了花，围着巡察组的同志你

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他们说，巡

察组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这真是

一场“及时雨”啊。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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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银

发展新能源汽车目前是我国最具

前景的汽车发展道路。随着我国纯电

动汽车的不断壮大、发展，纯电动汽车

的好处被更多的人熟知，加上近两年我

市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投资力度，

充电变得越来越便捷，新能源汽车受到

我市不少消费者青睐。

丁勇强是南阳第一批购买电动汽

车的车主。早在 2015 年，他就购买了

一辆新能源汽车，当时在南阳，新能源

汽车还处于推广起步阶段，购买电动汽

车的居民屈指可数。喜欢体验新鲜事

物的丁勇强，对新能源汽车有着特别的

好奇和尝鲜的勇气。事实证明，他的尝

试是值得的。

“确实是省了。”丁勇强算了一笔

账，“先说车价，我现在的这款车原价近

20万元，享受了国家补贴、地方补贴以

及车店的优惠，又免了购置税和车船使

用税，买下来也就 10 万元出头。再说

能耗，我每天开车上班加上周末出去游

玩，平均每天行驶 50公里，以前使用燃

油车，一公里大约花费 6毛钱，一个月

算下来油费需要 600 多元。现在买了

新能源汽车，一公里仅需 6分钱，一个

月电费算下来仅需 60多元。另外是保

养费，以前花费在燃油车上的保养费动

辄好几百元，我现在购买的新能源汽

车，将近一年，享受了两次免费保养，以

后保养一次也仅需 200元。”

对于有意向购买新能源车的准车

主们来说，如何充电、在哪儿充电一直

都是阻碍他们选择新能源车的最后一

道壁垒。

家住市城区的刘惠源就有这样的

顾虑，眼下他正筹划购置一辆新车，但

在购买普通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之间，他

总是摇摆不定。看到本报连续刊登的

关于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报道，他下决心

购买新能源汽车。

刘惠源说：“以前总是担心买了新

能源汽车充电不方便，看到报道说南

阳的河南金冠技术有限公司（金冠爱

充）上线了充电地图，只要在微信上关

注‘爱充充电’公众号，就能够实时查

看附近充电桩的数量及空闲状态并显

示距离，而且不用办理充电卡，只用扫

描充电桩上的二维码，在线上支付后就

能充电，既方便又快捷，所以我下定决

心，这两天就去 4S 店购买新能源汽

车。”

金冠爱充相关负责人介绍，连日

来，许多居民纷纷致电公司，询问新能

源汽车充电事宜，在了解到公司的充电

服务半径在市城区已缩小至两公里后，

他们购买新能源汽车意愿变得强烈。

据了解，金冠爱充在南阳市充电

基础设施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严格按

照相关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对充电站进行建设、运营。目前，公

司已累计投资近亿元，在市中心城区

建设 5 座大功率集中型快速充电站，

累计建设直流充电桩 135 个，总功率

13747kW；在县区累计建设直流充电

桩 182 个，总功率达到 20000kW；同时

在景区、酒店、汽车 4S 店、社区、大型

停车场等公共区域建设分散式充电桩

100 余处，方便社会电动车辆随时补、

充电，目前已达到中心城区充电范围

半径两公里的要求。②11

新能源汽车省钱方便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