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陈丽芳 E-mail：sqrbzhxw@163.com 综合新闻 2016年6月27日 星期一 3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张永：夏邑县北岭镇后林村人，1992
年秋南下湖北谋生，从搬运工到销售员，从
销售员发展为 3 家公司的老板，然后出资 20
万元支持重庆商丘商会成立，帮助50多个老
乡创业，成为商丘人在重庆的“引路人”。

创业感言：实干诚信，挑战自我，创立
品牌，坚持走品牌兴国之路。

离家寻梦

1986年 12岁的张永小学辍学后，像村里

其他孩子一样农忙时帮家里干活，闲时和小
伙伴们一起玩耍。这样生活了几年，张永的
思想发生了变化，心里总觉得这不是他想要
的生活。1992年9月的一天，张永不顾家人的
反对，怀揣 50 元钱踏上了去湖北十堰的列
车，开始了他的寻梦之旅。

十堰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和汽车配件之
城，张永来投奔的哥哥当时就在一家汽配厂
上班。在哥哥的帮助下，没有一技之长的他
只好当了一名出苦力的搬运工。很快，张永
发现当好搬运工光有力气还不行，上百种配
件搬进来容易，当客户要货再从上百种配件
中准确地挑出来就不容易了。张永向哥哥请
教，哥哥教给他的方法却是每一种配件都让
他来来回回搬 50多次。一次次的搬进搬出，
这些配件的形状、大小、轻重渐渐地烙在了
他的心里。用这种方法，他把百余种配件熟
记于心，放货取货效率大大提高。

一天，老板把张永叫到办公室说：“你搬
配件的事我听说了，十个人有九个不会像你
这样干。厂里要在重庆开办事处，你去当销
售员吧，只要好好干，你一定能做出成绩

来。”实干赢得了机会，在老板的鼓励下，张
永从厂里的一个搬运工成了跑市场的销售员。

重庆创业

1994年3月，张永就到公司在重庆的办事
处上班了。为了推销汽车配件，他每天早上8
点就出门跑市场，不到半年时间，就跑遍重
庆大大小小的汽车修理厂和门市部。每跑一
个客户，张永都给他们推销最好的产品，最
低的价格。公司的产品在重庆逐渐打开了市
场，张永的客户朋友也越来越多。1997年5月
的一天，张永去大足区客户蔡万均门市部考
察，蔡万均是河南老乡，他的一句话“我看
你可以当老板，没钱我可以先借给你点”，让
张永心里起了波澜。

想了几天，张永决定自己单干，向蔡万
均借了5万元，再加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租
了一间 20多平方米的门面，开始了自己的汽
车配件销售生意。由于张永对汽车配件、对
市场都了如指掌，同时拥有大量客户，他的
生意很快发展起来，做得红红火火。3年后，
他经营的汽车配件年销售 1000多万元，成了

这个行业名符其实的老板。
在做汽车配件这些年，张永发现，随着

新车推出的节奏加快，汽车配件品种越来越
多，经营商的库存也越来越多，占压资金也
越多。如果一种车型被市场淘汰，与之相应
的配件也就成了一堆烂铁，汽车配件经销商
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在生意风生水起之
时，张永嗅到了风险，也在思考如何应对。

创立品牌

2002年4月，张永把汽车配件生意交给来
帮忙多年的发小蔡振启，自己到全国考察学
习。通过半年的思考学习，他发现，中国的
车在不断增长，无论什么车型都要消耗润滑
油，且一种润滑油可以适用各种车型，经销
润滑油这个生意能做。于是，张永就来到壳
牌中国总部，想做壳牌在重庆的代理，但壳
牌对经销商的要求极高，三句话不说就拒绝
了他。张永跑了 50多次，其管理层被他的真
诚所感动，终于把重庆的代理权给了他。

与壳牌合作对张永触动很大，外国产品
拥有强大的品牌，同样在中国生产是中国制

造，市场的主动权却牢牢在他们手里，每年
给经销商加任务，而主要利润都被他们拿走
了，经销商就是一个为品牌商挣钱的机器。
为了制约壳牌，张永又经销世界500强美国雪
弗龙公司的产品，但结局都一样。

与国外 500强的 7年合作，让一个中国农
民觉醒了：国家要强大，得有自己的世界品
牌。2009年 12月，张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
了自己的商标加乐士，并成立了重庆加乐士
化工有限公司，决心走品牌之路。如今，重
庆加乐士化工有限公司发展成为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石油化工企
业，生产基地坐落在北京市房山区，占地面
积 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2亿元人民币，年
产30万吨油脂，产品畅销全国100多个城市。

“品牌的推广、形成不是一天两天、一年
两年的事，是产品、管理、文化、消费者等
多种因素结合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是个漫长
的过程。我相信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同样
可以做到。世界500强公司也是一年一年、一
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一个来自商丘的农
民，在雾都重庆实践着他的品牌强国之梦。

张永：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品牌梦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6月20日，夏邑县胡桥乡朱窑村
刚在上海就业的孤儿朱佳诚向县

“希望之星”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寄来
一封感人肺腑的感谢信：“曹爷爷、
邵校长，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毕
业，6年养育之恩终生难忘，我把上
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单独存起来，
春节回家时，请您们吃饭。”

今年 18 岁的朱佳诚父母双亡，
县关工委主任曹长福把他接到县
里，交给了“希望之星”留守儿童
托管中心校长邵珠会，吃住、上学
全免费。像朱佳诚这样的贫困生在

“希望之星”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生活
的还有很多。

骆集乡谢集村谢登攀，母亲患
有精神病，生下他之后，不幸走
失。父亲有病，靠拾破烂为生。曹
长福亲自跑民政部门给他办理了低
保，并安排他到“希望之星”留守
儿童托管中心免费吃住、上学。

今年已上高二的何营乡金黄邓
村人李凯祥，8年前爹死娘嫁人，他
自幼跟奶奶生活。当年曹长福获悉
他的家庭困难后，为他办理了低
保。近日曹长福又与“希望之星”
留守儿童托管中心一起找企业赞
助，千方百计帮李凯祥圆上大学梦。

夏邑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
每年有几十万人外出务工，由此带
来了数万名留守儿童问题。“关爱一
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帮助一批
群众，稳定一方社会”可以收到重
大社会效应。

为把这项“德政工程”、“惠民
工程”抓好，曹长福亲自牵头，联
合县妇联会、教体局等单位组建调
查组，用6天时间对全县2.93万名留
守儿童、18所托管机构、2500名托
管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一是父母
关爱缺失，家庭监护不力，部分留守儿童性格扭曲，精神空虚，
行为失常；二是现有托管场所良莠不齐、管理失范，在住宿、饮
食、交通安全方面存在较大隐患。他们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加强
留守儿童监管和关爱工作的建议，引起了县委高度重视。

2011年，曹长福协调召开九部门专题会，在全省首家出台了
共七章48条的《夏邑县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使托管工作
从此有章可依。与此同时，县里还成立了有一名副县长任组长、
政府办、民政局、关工委、教育局、妇联会、卫生局、公安局、
消防大队、安监局等有关部门一把手参加的领导组，使留守儿童
监管工作从此迈入规范化、科学化和健康发展的轨道。

他们集中力量对全县留守儿童托管场所进行整治，保留 16家
托管机构，核发了运营许可证。对托管场所的住宿环境、通风防
火、饮食卫生、交通安全等统一规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对违规行
为严肃处理。这一做法受到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德广的高度评
价。2012年 12月，省关工委在南阳召开经验交流会，夏邑县作了
典型发言。

他们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监护网络，使
留守儿童学业有教、亲情有补、安全有靠、生活有助；推行“亲
情午餐”，设立留守儿童亲情电话，建立老师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制度；在各中小学校配备法制副校长，在托管机构设立法律援助
工作站；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组织县人民医院、公疗医院
医疗专家为县城 16家托管机构的留守儿童进行健康检查 2600人
次，建立健康档案。

几年来，曹长福协调有关乡镇和民政部门，先后为 17名符合
条件的特困孤儿办理了低保或五保；9年来“希望之星”留守儿童
托管中心为特困、孤残儿童减免住宿费、生活费近30万元。

女企业家张亚丽等十多名爱心人士，在曹长福的引导、动员
下先后捐出现金 23.86万元、桌椅 30套、服装 1120套、棉衣 160
件、棉被 129条、面粉 75袋、食用油 26桶及大量学习用品和课外
读物。他们慷慨解囊，向失亲、贫困儿童伸出援助之手，让留守
儿童感受到党的温暖和社会的关心，在充满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关爱与呵护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
我们一直在努力，相信留守儿童的明天会越来越温暖！”曹长福如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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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李运兴 徐 冬） 6月 25
日是全国第 26个土地日，市国土资源局围绕“节约集约用
地、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宣传主题，提前部署，积极行动，
利用一周时间，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该局首先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土地日”宣传周活动领
导组，制订了详细活动计划，组织编印、征订了各类宣传资料
用品；在当地主流媒体就当前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通过在报刊上发表市领导署名文章，在电视台播放局
领导答记者问、滚动字幕，在广播电台播放宣传内容等进行大
力宣传；通过网络及时向国土资源部、省国土资源厅、商丘
市政府等各大网络媒体报送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并利用手机
短信、微信等公众平台发布宣传信息；在市区各大型绿地广
场、商贸集市等人流量多的地方悬挂宣传标语，宣传车队在
全市范围进行巡回宣传；组织干部职工走上街头，通过设立
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广泛宣传。

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日宣传活动异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白 鹏）为给即将举
办的 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预热，
6月 24日至 25日，睢阳区人民政府与北
京大学中原明珠国学堂联合主办的第七

次《黄河论坛》在古城商丘成功举办。
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百家讲坛著名

讲师、北京大学中原明珠国学堂春晖书
院院长纪连海由衷称赞：“古城五千年没

有断脉这是商丘的光荣。”纪连海说，第
一次来到商丘古城，对商丘充满了敬重
感。三千多年前的宋国都城就在现在的
商丘古城下面，今后很有可能在商丘找
到商都亳，“亳”的含义就是“京”，意
思是大城。五千年不断脉的商丘古城应
加大宣传，北京大学中原明珠国学堂教
学基地设在了商丘应天书院，是一件好
事。希望商丘古城建设好、维护好，借
鉴其他古城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
希望更多的游客到商丘古城参观。

本次《黄河论坛》为期两天。6月
24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原明珠国学堂第
七次《黄河论坛》在商丘电视台演播大
厅举行了开幕式。邀请了百家讲坛著名
讲师、中国商业史学副会长、中国政法
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李晓做精彩演讲。李
晓通过《商贾传奇》，讲述商丘“三商”
起源历史，叙述华夏商业文化传奇。数
百位国学爱好者和企业家齐聚商丘古
城，探寻“三商”之源，拜谒华商始
祖，共谋发展大计。

6月 24日上午《黄河论坛》开幕式
后，纪连海先生一行参观了商丘古城及
古城南湖景区的穆氏四合院、文庙、陈
家大院、侯方域故居、张巡祠等景点。
纪连海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景区景点

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商丘古城厚重的
文化积淀赞不绝口，认为商丘古城保存
完好，格局完整，风格独特，十分宝贵。

6月 24日下午，中原明珠国学堂第
七次《黄河论坛》走进中国四大古书院
之首“应天书院”。纪连海先生在应天书
院大讲堂，以“三商”文化和应天书院
历史做主题演讲。同时，北京大学中原
明珠国学堂教学基地设立在商丘应天书
院。

6月 25日早上 7点，纪连海一行又
来到商丘国际华商节举办地——商文化
和火文化景区拜谒并参观。纪连海先生
再次被古城商丘的悠久历史所震撼。他
说，今天来到阏伯台，才算真正来到商
丘，才真正领略到“三商”之源、华商
之都的文化内涵。他希望各位企业家有
机会多来阏伯台、商祖祠，寻一寻“商
文化”的根，品一品这里不一样的文化
味道。

6月 25日上午，在商丘电视台演播
大厅，纪连海做《历史上的非凡女人》
的大型演讲。此前，他与中原商丘的本
土文化学者李可亭、王良田、刘秀森等
举行了《黄河论坛》圆桌论坛，围绕三
商文化、商丘古城保护建设等话题进行
了学术交流。

“古城五千年不断脉是商丘的光荣”

为给即将举办的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预热，中原明珠国学堂第七次《黄河论坛》在商
丘举行。纪连海等文化学者由衷称赞商丘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6 月 25 日上午，《黄河论坛》 圆桌论坛在商丘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法力）为进一步规范
农村低保，把农村低保惠民政策落实好，近日，虞城县界沟
镇人大抽调部分县、镇人大代表组成视察小组，对部分村农
村低保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

视察组在听取村低保政策落实情况汇报的基础上，通过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查看低保对象是否符合条件、程序是
否合法、资料是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善；核查有关账目，核
查低保资金管理、发放、使用情况；进组入户，走访群众，
调查了解低保对象产生是否经“四议两公开”，低保资金发
放是否公开公正透明，是否真正发放到了群众手中；实地查
看低保公示是否内容真实、位置是否醒目、样式是否规范，
举报电话、意见箱是否齐全。此次检查旨在通过以督带促、
加大问责、落实整改，确保农村低保政策执行阳光、公正。

截至目前，全镇共完善低保对象档案130份，纠正不规范
程序18项，取消不符合条件的农村低保对象91户152人。

界沟镇人大代表

把脉农村低保工作

◀6 月 25 日，中国
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葡萄课题组组长刘
三军博士在为阳光果园
果农讲解葡萄采摘技
术。近年来，当地种植
户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合作，在
夏邑县太平镇南黄楼村
建立阳光果园——葡萄
新品种种植基地，种植
阳光玫瑰、红吧多啦、
夏黑、粉红亚多密、巨
玫 瑰 等 葡 萄 品 种 216
亩，促进农业转型升
级，助农增收。

苗育才 摄

◀6月26日，民权
县粮食局驻绿洲街道办
事处大陈庄村第一书记
吕志杰（中）与村组干
部在查看村内河道升级
改造项目实施情况。据
了解，吕志杰到村任职
后，积极与绿洲办事处
联系争取项目，今年初
投资300多万元，硬化
了 村 内 河 道 1600 多
米，修建桥涵 19 座。
此项工程的完工消除了
汛期该村内涝的隐患。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