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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强：虞城县利民镇人，从电视台播音员，到自行车
销售大王，到经营医院，到管理物业，到开办工厂，到经
营西餐厅，其所从事的每一个行业，似乎没有任何关联。
他却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他现任商丘北京商会常务副
会长、北京大虞维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业感悟：厚德载物，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奉献是
人生一种乐趣，从而赢得人心、赢取天下。

郭强原来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员老兵，商丘市电视台第一
任播音员。他身材魁梧，嗓音浑厚, 字正腔圆，极具魅力。

1983年，20岁的郭强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家，进入商丘
广播站，开始了播音员的职业生涯。1985年 7月，商丘电
视台筹建，他以精湛的业务水平被选拔进入电视台，成为
商丘第一任男电视播音员。1988年至1990年，为了进一步

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他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进修学
习。学成归来的郭强，很快成为电视台的台柱子。

尽管工作上顺风顺水，但他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好。
为改善经济现状，1992年10月，郭强成立了商丘广播电视
经济发展公司，正式下海经商。他在北站路租下门面，拉
起一班人，与同乡好友合资经营自行车销售。

郭强的自行车生意很红火。1993年，公司已经有了日
销售200多辆自行车的规模。在生意规模渐渐扩大后，他开
始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他拿下了当时众多一线品牌的经营
权，日批发量逐步攀升到8000辆，进而提高到17万辆。他
成为远近闻名的“自行车大王”。

1998年，自行车批发行业竞争逐渐白热化，而当时郭
强已经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决定去开创新的市场。这
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在亲戚的引荐下，他选择了一
个和自行车毫不搭界的行业——在北京收购了一家民营医
院。“自行车大王”摇身一变，成为了医院院长。

医院在他的经营下日渐发展壮大，到 2001年年初，医
院已经发展到占地1万多平方米，拥有几百张病床。同时，
他还投资了几家物业公司。2003年，受“非典”影响，他
只好把医院转让，其名下的物业公司也由27家缩减到4家。

2005年，朋友来北京考察资源，准备筹建加油机厂。
由于场地、资金、人员都不到位，希望郭强能在北京建立
一家钣金厂，为北京的加油机厂配套钣金业务。经过考
察，他决心兴办钣金厂。当时的郭强还是门外汉，对钣金
的剪、折、冲、焊等工序没有任何概念。正当他一筹莫展
时，朋友从郑州请过来一位技术专家，做他的总经理。

2006 年 7月，北京大虞维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由于资金、技术、人员等力量充足，公司起点很高，车间
面积 6000多平方米，配有一条喷涂线，两台剪板机，两台
折弯机，一台转塔冲，六台普冲。设备齐全，订单稳定。

随着公司的产能不断上升，加油机厂的业务不足以支
撑设备的正常运转。于是他开始寻找业务，最终选定通讯
终端体验设备，比如银行的排队机，火车站、机场等场所
的自动售票机等。

凑巧，商丘的老乡也从事这些行业，他在销售、研发
上面有优势，但生产环节是短板，两家合作，正好优势互
补。郭强做钣金部分，老乡做销售。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
公司，专门进行组装。这样，通讯终端体验设备的生产、
组装、销售连为一体，不仅增加了产品附加值，而且企业
产值有了提升。

不久，公司的通讯终端体验设备就在华北地区的销售
占据了龙头地位。郭强审时度势，拓宽了合作范围。为了
避免与合作伙伴产生冲突，他只做钣金和组装，不做终端
软件。随着合作力度的加大，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市场
也逐渐扩大，国外的订单延伸到了非洲、南美、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2015年，尽管钣金行业在国内的形势非常严峻，该公
司依然逆市飘红，合作伙伴的需求量不断扩大。

郭强特别重视乡情。他说，公司236名员工，其中商丘
人占 70%。多给老家人一个机会和平台，他们有了稳定的
工作，客观的收入，我们的团队才会非常稳定，才具有发
展的后劲。此外，公司实行人性化管理，食宿免费。郭强
说，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大家都视
公司为家，不离不弃，共同发展。在公司，有好多员工从
最初办厂就跟随郭强，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考验。

谈及公司的发展，郭强说，因为客户的强烈需求，9月
初，公司在郑州建立了分厂。因为北京的发展需要，明年
公司准备外迁到河北，已经买下来一家占地 50多亩的钢结
构厂，作为公司未来的基地。此外，准备向第三产业转
移，已经投资兴建了一家西餐厅，准备向餐饮业进军。

郭强：跨行高手的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金秋时节，走进梨乡宁陵，看那梨果压
枝，绿叶葱茏；观那公园美景，河水清澈；听
那欢声笑语，幸福乐曲。这一幕幕，都是梨乡
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来过宁陵的人都称赞
说，长寿之乡果然名不虚传。

中国之美看农村，农村之美看生态。如今，
无论是一望无际的梨园，还是遮天蔽日的森林；
无论是哨兵般的白蜡杆，还是成片连方的大棚
葡萄，似乎都在向人们诉说，宁陵是一个生态
之乡。

有数字为证：全县 72万亩耕地，种植酥梨
22万亩、白蜡条间作套种10多万亩、生态林场2
万多亩、葡萄基地1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超过全
市平均10个百分点。

中国最具特色文化生态旅游县、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酥梨之乡、中国
长寿之乡……这一个个金字招牌，更像宁陵收
获的一个个醇香诱人的果实，让人沉醉。

梨乡金秋“醉”迷人
本报记者 高会鹏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刘景澎） 9月 18日，
30岁的党丙国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睢县宝发鞋材印花
车间时已华灯初上。今天，他像往常一样印制了 200多
双鞋面，计件工资约 500元。10年前，他辍学后从老家
南阳只身南下，学得一手好技术，成为睢县这个新兴制
鞋产业基地重点吸引的人才。

和党丙国不同，198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的张韧“下
海”前是项城市一名高中教师。如今，他在睢县投资建
起至和鞋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运动鞋原材料中最耗费
运输成本的产品——海绵，年产量1.5亿米，为本地制鞋
企业节约配套成本5%左右。

鞋底、鞋面、鞋垫、鞋标……睢县各制鞋企业所需
的数十种原材料由最初从外地购进到如今的就地配套生
产，是由一个个党丙国、张韧的支撑组合而成。而这一
组合的源动力则是睢县精准发力，打造“中原鞋都”和

“中原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的战略布
局。

“本地配套与完全依靠从外地购进原材料相比，一双

鞋的成本至少降低10%。”河南安踏嘉晋（睢县）鞋业有
限公司副经理何俊美说。她所在的这家企业已是广东清
远总部在睢县投资建设的第二个生产基地，年生产高端
运动鞋500万双。

有需求就有机遇。睢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精准施
策，盯准生产环节上的关键“链条”抓发展，把广东东
莞、福建晋江、浙江温州等制鞋业集中地作为制鞋产业
选商重点，把广州、深圳和郑州航空港等电子产业聚集

地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选商重点，携带“空白市场”的商
机，以“合作者”的身份紧盯大企业进行“点式”招
商，瞄准产业集群开展“面式”招商。

有利润就有市场。小到一根鞋带、一部手机中的震
动马达，大到制鞋企业所需的鞋机设备、手机制造厂商
的主板配套，产品生产链条上的每一个点都有利润产
生。随着睢县精准招商的推进，产业链上的企业逐渐在
该县“扎堆”：豪烽鞋业、百盛鞋业、嘉鸿鞋业等 60余
家制鞋及配套企业形成了互惠共赢的市场，产业链条日
趋完善，自我配套能力已达 70%，制鞋年产能 7000 万
双；韩国岱隆电子、拥有 5000套精密CNC（数控机床）
设备的商丘金振源电子科技产业园等电子信息产业“抱
团”发展，形成了围绕郑州航空港经济发展实验区重要
的配套生产基地。

发展离不开环境的支撑。睢县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
了优质平台。盯准“硬环境”不断升级，持续提升基础
设施承载能力，仅今年上半年就投入产业集聚区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2.6亿元。盯准“软环境”不懈努力，每一个
落地项目配备一名县级领导负责、一个单位支持、一支
团队服务，为企业建设、发展创造了与外界“零接触”
的服务环境。

产业集群发展效应逐渐凸显：2015年睢县制鞋、电
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完成工业产值 102亿元。在两大主
导产业的拉动下，2016年上半年，睢县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幅10.8%，税收同比增长19.5%。

睢县：精准发力促产业集群发展

日前，豪烽国际鞋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年经女工正在
针车上认真操作。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干兆伟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于 朋）近日，宁陵县开
展百名农业科技人员下乡服务活动，把科学技术送到贫困
农民手中，以技术扶贫为基础，为农民搭建好“造血”平台。

该县农业局以贫困户为重点，主要围绕当前农业生产
中的关键技术，举办了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施
肥、大棚蔬菜管理等为重点的科技培训班。目前，为贫困农
民培训46场次，发放技术图册及书籍1000余套。

与此同时，该县还不断开展农民教育培训调研工作。
在走访贫困农户时，他们通过进村入社到户，发放调查问
卷、召开座谈会和走访谈心等形式，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深入了解贫困农民的培训意愿和培训需求，根据贫困农民
的需要为农户配好“科技大餐”。该县农业局精选的百名
农技人员通过“带、传、帮”模式，每人带领当地一个

“土”专家团队，每个专家团队再辐射带动帮助周边贫困
农户，进而拓宽农民科技致富之路。

宁陵县

农技人员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刘关心）近日，柘城县中
牛集团、厚德钻石科技、翔泰磨料磨具三家企业被省科技厅授
予 2015年度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中盛动物药业、厚
德钻石科技被省科技厅命名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盛动
物药业被授予商丘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上述企业共获市科技
创新奖励基金85万元。

近年来，柘城县大力实施“科技兴县”战略，加速科学技
术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转化和运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进步。目
前，该县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家，“微纳米金刚石粉
体材料院士工作站”1个，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3家，占全市同
类企业总数的33%。

柘城县

四家企业获科技奖励85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夏纪明）日前，睢县 5个村
委会12名干部因侵占高速征地补偿款被开除党籍。今年以来，
睢县纪委立足学思践悟，坚持严细深实的工作作风，以严明的纪
律向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面“亮剑”。

该县为从严从实全面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快速推
进内设机构改革，将原来的 27个机构缩减为 17个，并结合工
作实际，制订完善 14项制度，围绕“实战、实效、实用”三
项原则开展培训，近期已举办2次。

在廉政教育方面，该县充分运用“廉洁睢县”微信公众平
台、清风睢县微博、手机报等“互联网+”新模式和纪检监察
工作期刊等传统模式，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章、党纪
党规，在严格要求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对其承担的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事项“签字背书”的同时，快速推进全县科级干部廉政
档案的建立工作，进一步规范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
行为。。

在保留传统举报方式的基础上，该县充分整合网络资源，
通过设立电子邮箱、创建党风政风微信公众平台、在睢县知名
网站开设党风政风监督举报专区，努力搭建“三位一体”网络
信访举报平台。

今年1月份以来，该县共查处侵害群众利益问题39件，党
政纪处分52人，组织处理1人。其中，乡科级及以上6人，乡
科级以下46人。

睢县

向侵害群众利益行为“亮剑”

9月19日，游客在宁陵梨园采摘酥梨。
本报记者 高会鹏通讯员 吕忠箱 摄

9月19日，梨农在果园里卖梨。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9月19日，宁陵葛天公园风景如画，成为梨
乡人民的后花园。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朱广民） 9月 17日，在民
权科尔沁农牧产业有限公司旁一眼看不到边的玉米地里，一
台玉米秸秆收割机在来回穿梭，一棵棵玉米秸秆被卷入割
台，经过切碎和揉搓从高高的排料口撒出，落入“同步”行
走在收割机侧畔的卡车后舱。

跟随装满秸秆的卡车，记者来到青贮池旁，看到卡车将
秸秆倒进池内，一辆小型推土机马上舒展“手臂”，将秸秆推
匀，来回碾压。据了解，将来池满后，他们还要用塑料膜封
闭压实，通过微生物厌氧发酵和化学作用，在密闭无氧条件
下制成适口性好、消化率高、营养丰富的青贮饲料。

“我公司预计可收储玉米秸秆 5万吨。3600多头肉牛需要
大量的精粗饲料，所以，我们还要从周边乡村大量收购青贮
和黄贮饲料。”民权科尔沁农牧产业有限公司杨进保介绍说。

记者在民权鼎泰养殖有限公司见到了正开着自家的拖拉
机满载着一车玉米秸秆驶进养殖场的李文俊。他把玉米秸秆
以每吨240元的价格卖给了该养殖公司。

在该公司指导青贮的县畜牧局领导告诉记者，民权县作
为全国秸秆养畜大县，我市唯一的河南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试点县，为了确保玉米秸秆青贮工作的顺利开展，县畜牧
局从 8月份开始就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技术指导组，深入乡村
户，对养殖小区、养殖场及农户青贮池建设和青贮工作进行
现场技术指导，为牛羊备好冬粮。眼下，我们不仅做到了贮
一池，成一池，发挥效益一池，还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推
动畜牧业和循环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据了解，今年全县预计可青贮玉米秸秆20多万吨。

民权县

为牛羊越冬备足“精粮”

9月17日，夏邑县委政研室、县科委驻李集镇前王楼村
扶贫工作队向贫困户赠送《大白菜种植技术手册》和洗衣
液。扶贫工作队狠抓产业扶贫，多次举办培训班，传授大白
菜种植技术，目前该村有160多户靠种大白菜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