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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理工学院与南阳王府饭店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着力共建食品研发基地

本报讯（记者杨万里 赵 洋）挖断居民住宅
的化粪池却迟迟不给说法，住户投诉月余才承诺
给予维修，南阳热力公司的做法引起市民质疑。

“11月23日前后，热力公司安装管道时把我
们的化粪池拆毁了。”日前，城区梅溪路与中州路
交叉口附近梅溪商厦家属楼的住户遇到了烦心
事。记者随后来到该家属楼，看到该楼紧临梅溪
河，楼前的水泥地面已被挖开，露着被毁坏的化粪
池，家属楼的下水道同样暴露在外，污水横流。“一
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多次找施工人员协商，让他们
先把化粪池修好，但他们没有任何行动。”该家属
楼的住户王先生告诉记者，排污系统被毁坏对居
民生活影响非常大。

随后，记者拨打了南阳热力公司值班电话询
问情况，电话中工作人员称：“因妨碍施工，所以
拆除了化粪池，必须等施工完毕才能维修化粪
池。而该居民楼住户阻碍施工。”不过，居民们
说，该工程的跨河热力管道距离该家属楼阳台垂
直面的距离只有一米左右，热力公司如此施工不
仅堵塞了出路，还造成极大隐患，因此，他们要求
热力公司重新设计施工方案。

昨日下午，记者得到消息称，由于该家属楼
居民坚持向有关部门投诉主张自己的权利，上午
有关部门已要求热力公司立即修复梅溪商厦家
属楼的化粪池，同时修改跨河热力管道的位置设
置，热力公司代表也表态同意。

无独有偶，昨天，城区中州路与百里奚路交叉
口农村信用社家属院的住户也向记者讲述了类似
的遭遇。据该家属院居民张先生称，半月前，他所
居家属院多人出现呕吐、拉肚子现象，被医生确诊
为食用不洁食物所致,而热力公司正好其间在家属
院旁施工。后居民在施工现场发现家属院的污水
管道损坏，污水四溢，一旁的蓄水池被严重污染。

张先生称，随后他们多次派代表到南阳热力
公司进行协商，但对方对维修百般推托。“铺设管
道本是为百姓办好事，但如果为了施工破坏百姓
生活，就是扰民，这种做法应该受到谴责。”居民
们表示。⑩4

热力公司接连惹事
施工不当屡遭市民诟病12月23日，南

阳王府饭店与南阳
理工学院举行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校
企双方将着力共建
食品研发基地。这
标志着双方合作关
系 全 面 深 化 和 提
升，这也表明王府
饭店集团化经营发
展迈出了具有深远
意义的一步。

近年来，王府饭店秉承
“以人为本、诚信经营、服务
大众、根系宾朋”的经营理
念，以王府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为依托，以实现集团化经
营和“全力打造中原婚宴名
店”为战略目标，不断内强
素质，外树形象，拓宽经营
渠道，健全服务体系，深化
文化内涵，努力探索和实践
跨越式、调整型、可持续发
展的新路子，经营规模由小
到大，经营区域由点到面，
经营实力由弱到强。

王府饭店下辖王府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王府食品
配送有限公司，拥有王府大
厦、王府公寓、乾明公寓3
栋客房楼、祥瑞园、御园、盛
世园、王府海鲜城（张衡路
店）、王府饭店滨河路店等
10个餐饮分店。可同时接
待 500余人住宿，6000余
人就餐，18个多功能厅可
同时举办18场不同规格的
婚礼，接待18家50至500
人的会议及文艺演出。现
有干部职工500余人，其中

省、市注册高级厨师 126
人，工程设备、财务管理、文
艺表演等专业技术人员30
余人。2014年至 2015年
共完成营业收入 16864万
元；2016年预计完成营业
收入8600万元，上缴税款
380万元。

据南阳王府饭店总经
理张玉恒介绍，这次王府饭
店与南阳理工学院的深化
合作，双方将着力共建食品
研发基地，联合开发大健康
药膳食品。

主要解决唐王府卤制
品研发、设计、包装、检测、
销售等问题。对生产车间
布局、生产线设计、设备选
型等提供技术支持；对员工
定期进行生产、销售等培
训；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共
同申报科研项目；着力共建
南阳市特色卤制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特色卤制品
协同创新中心。培育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开
展新技术研发。在王府饭
店挂牌“南阳理工学院生物

与化学工程学院大学生实
践教学基地”，接受学生实
习实训、毕业设计等实践教
学工作；理工学院组织大学
生创业团队拓展产品营销
渠道；面向大学生建立“岗
位创业”制度，鼓励学生在

“王府饭店”平台上创新创
业。着力建立人才交流机
制，理工学院每年派出教师
到王府饭店挂职，参与企业
的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等
工作；王府饭店选派专业技
术人员担任客座教师，参与
理工学院教学和技术开发
等工作；着力加大宣传推
广，利用各种学术会议推荐
介绍对方，以提高双方社会
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模式的继
承和创新，必将促进校企双
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惠双赢、共同发展，实现知
行合一、学以致用。

南阳理工学院副校长
陈世云说，“项目签约是桥
梁，落地是根本，最终形成
才是王道，这也正是校企合

作的生命力所在。”这次合
作是南阳“大健康大厨房产
业”建设工程的精彩亮相，
它预示着南阳大健康大厨
房产业的发展从此拉开了
序幕。在今后的合作中，南
阳理工学院与南阳王府饭
店双方将努力探索校企合
作的新领域、新途径、新机
制。为加快项目落地，南阳
理工学院派出了专家团队
到生产一线查看并与王府
饭店管理层进行了多次对
接，同时，为确保这次签约
协议能落地、可实施、有效
益，学校将实行项目负责人
制，生化学院、张仲景国医
国药学院均派出10多名以
教授、博士为主体的科技服
务团队，共同参与项目建
设，将产学研用融为一体，
力争取得互利共赢的丰硕
成果。通过校企双方共同
努力，一定能够把合作推向
新的高度，为国家培养出更
多、更好的优秀人才，为振
兴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⑩4

征 婚
女，28岁，1.68米，

本科学历，事业单位，
相貌大众，质朴善良。
觅年龄相当，城区有稳
定工作或做生意，有住
房，开朗进取，懂担当
的未婚男士为伴。非
诚勿扰。

电话：18738726067

百信会计培训
会计证班，实账操作

班，初中级职称培训，代理
会计证继续教育。梅溪路
总校：61610999长江东路
校区：60996090麒麟路校
区：61385778

南阳首届钢琴春晚
诚招会务协作单位。

电话：13703418639

大量收购林地
大量收购有林权证

的林地。
联 系 人 ：郭 先 生

13781766658

心心缘婚介喜讯
辞旧迎新庆元旦，

去愁添喜觅伴侣!新年之
即为感谢广大单身人士
对我们工作的热忱支
持，更好地回报新老会
员，特隆重推出：“元旦
免费征婚七天乐”活动，
莫失良机，心心缘愿您
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地址：市人民路文化
宫院内东南角二楼 微
信号a123456Acv

征婚电话：63228839
交友：63228859

拨打114找开锁黄工

黄工开锁换锁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

锁好，才能防盗。公安特批
01号、市开锁协会会长，上门
更换高档C级防盗门锁芯。
修保险柜、遥控门、汽车锁、
配各种钥匙。可刷公务卡
消费，有正规发票。低价安
装手机监控住宅摄像头。

电 话 ： 63361110
66666665 13837769640
微信：13525177622

河南天港集团诚聘
置业顾问数名，市

区项目，提供免费午餐，
待遇优厚，要求：形象气
质佳，善于沟通，有经验
者优先。

电 话 ：69397787
13462660820梁

庚庄茶学堂
庚庄茶楼是南阳专

业的茶艺培训机构，现
开设有生活茶艺初级
班、成人茶艺专业班、少
儿茶艺兴趣班、亲子茶
艺班、茶艺师专业班、一
对一授课精品小班等多
个课程，面向社会招
生。并定期举办国家认
可的高级茶艺师、评茶
员等职业资格认证考试。

详情咨询：61569878
15603776119

招 聘
因公司需要现招会

计2名，女，28岁左右，
有 工 作 经 验 ，月 资
3000～3500元。

联 系 电 话 ：
15137723939

招 聘
△诚招筑路机械销售

人才数名，有机电及营
销专长者优先。大专以
上，男性，能长期出差，
待遇面议。另招电工、
车工、焊工、钳工、漆工
数名。
电话：13503901886
△某保险公司招聘售

后、续期服务专员，要求
积极热情好学。
电话：13837706842

南阳安康医院高薪诚聘
学科带头人：内科、

外科、妇科、儿科、影像
科、检验科。行政后勤人
员：院办公室、农合办、信
息科、财会、水电工。

电 话 ：61657000
15138629989

招 聘
△盛歌商贸公司招聘

司机一名，要求二年以
上证照齐全。

联 系 电 话 ：
13803777926

△招聘工作人员,年
龄在25-50岁之间，男
女不限。

联 系 电 话 ：
13782033851

南阳市金益房地产诚聘
土建工程师 2名，

水电工程师2名，工程
预决算人员2名，销售
助理 2名，财务人员 2
名。

联 系 人 ：袁 先 生
13333680075黄 女 士
1346262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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