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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初中毕业的张传清，抱着
外出闯一闯、见一见世面的心理，远离家
乡，只身一人来到西安市新城区打拼。在
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一没手艺，二无文
凭，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无疑是件常人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决定：等待机遇，

向高层发展。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这一年，

正值西安铁路公安处招警，机缘巧合，在
朋友的引荐下，他得知了这一重大消息。
经过报名、筛选、初试、复试等一系列环
节之后，他以出色的表现被录取了，被编
入到民警的岗位上。1994年年初，经过简
单的短期培训，他正式上岗了。在这个看
似平凡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 12年。这 12
年间，他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到处
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在出色的业绩面
前，他也由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警升
到了中队长。

松弛的琴弦，永远奏不出时代的强
音。人，不应在本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
逸！张传清时常这样告诉自己，“每个月
拿着固定的工资，安逸且平庸，这并不
是我所想的生活。我要努力拼搏，飞得
更高！”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当他想外出闯荡的时候，朋友向他伸出
了橄榄枝。2006年 10月，受朋友之邀，他
毅然停薪留职，南下赴东莞经商。经过简
单的休整之后，也从朋友那初步了解了行
情，他决定以入股的形式加入朋友的战
队，合伙经商。正是友谊的小船，让他接
触到了自己后来为之奋斗的事业——电子
行业。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就
是适合经商的。尽管初来乍到、从事贸
易，但张传清很快就脱颖而出，显露出了
他特有的商业潜能。在销售进口锂电子隔
膜、铝塑膜的时候，他以独到的方式很快
就占领了大半个市场。在公司全体员工的
共同努力下，公司业绩与日俱增，形势一
片大好。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张传清的目光
更长远了。为了扩大产业链，2014年，他
又筹资成立了华夏新能源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致力于绿色、环保型新能源电子材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一年多的积累
和发展，公司产品已通过国家质检部门的
安全认证，在全国各地销量一直处于上升
期，年营业额高达上亿元。谈及自己的初
衷，他说：“在商言商，对我而言，绿色、
健康、环保，是一种信誉，更是一种责
任。”

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强，2015 年 6 月，
张传清又成立了国洲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该公司业务范围极大扩展了，主要致力于
电子材料、电子产品及配件的研发和产
销。历时几年的大发展，目前，公司下属
员工70余人，年营业额也高达上亿元。

张传清虽远在东莞，但十分关心家乡
发展。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善义之举，多
次捐款捐物，助力家乡的发展。谈及公司
未来的发展，张传清说：“我今天能取得如
此成绩，一半功劳在于家乡。待到时机成
熟之时，我会回乡投资办厂，助力家乡发
展，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

张传清：安逸遮不住的商人头脑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松

张传清，虞城县店集乡人。他，
从西安，到东莞；从一无所有，到资
产过千万；从毫无手艺，到精通电
材，一步步地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蜕
变。现任东莞市国洲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东莞市商丘商会常务副会
长。

创业感悟：抓住机遇，理智投
资，用人信任，合作包容。松弛的琴
弦，永远奏不出时代的强音。人，不
应在本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

张传清近照

本报讯（刘力 王满意）每周日上午是
永城市新桥镇韩六子村雷打不动的接访
日，这一天，被该村村民称为“矛盾化解
日”。

这一举措是该镇司法所所长陆治永根
据该村的实际情况而设定的，现已坚持三
年多了。

“矛盾化解日”还有 7名村“两委”干
部与本村退休老师、老党员、老干部、群
众代表共同参与，诉求人在村室面对面，
听问题、评问题、解决问题。

韩六子村有 2246人、2465亩土地，历
史遗留问题多，群众到镇、市上访一直是
影响该村稳定的大难题。

2015年 1月，韩六子村新的班子成立
后，树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责任意识，“两
委”成员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在镇
司法所所长陆治永的指导下，人人主动承
担维护稳定的职责。在镇、村确定每月 5
日、15日为“公民恳谈日”的基础上，该
村创新思路，又把每周日确定为本村“矛
盾化解日”。每逢周日早上 8点，村平安大
喇叭准时播出到村室反映问题的通知。

去年10月29日，星期日，韩六子村村
室内干部群众有问有答，笑声一片。

“我的地头上有韩连兴的树在长着，现
在他得刨走，一到夏天罩得庄稼都不长，
虽说树是他几年前栽的，可一调地，他的
树在我地上长了五六年，卖十块也得有我
三块。”韩文兴带着气向包村干部薛连法、
村党支部书记陆成彦一五一十地描述了一
棵树的纠纷。薛连法、陆成彦认真听完了
韩文兴的诉说后，给他耐心讲述了“千里
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相让故
事，让他看在老邻居的分上让一让。

韩文兴是个有文化明白事理的人，他
说：“在外工作的儿子也给我写过这首诗，
叫啥事朝长远看，今天您几个又讲一遍，
我能理解，树他刨走就算了，我不计较
了，您几个看着办吧。”短短几分钟，问题
解决了。

韩树存反映他的责任田问题，说他的
少几米；韩树海反映田间路的问题；韩伦
兴反映宅基地的问题……

村“两委”干部根据分工，对群众反
映的问题，详细做了记录，谁有理、谁无

理，司法所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群众代表当场评说，谁对谁错，错在
什么地方，心里都服气。遇到涉法问题，
司法所工作人员还进行普法宣传，以案说
法，依法调解。

多年来，韩六子村认真坚持矛盾化解
工作，他们认为虽然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
事，但很闹心，若调处不及时，很可能会
酿成大事，会造成人身财产伤害。通过评
事说理，妥善调处了村民大量鸡毛蒜皮的
小事。眼下，全村无打架斗殴、无赌博、
无封建迷信、无大操大办，更没有上镇去
市上访的。他们的这一做法在全镇得到推
广。

怎样做好农村稳定工作？韩六子村党
支部书记陆成彦总结说：“要想农村稳定，
必须处理好群众身边的‘小事’，我认为你
要有公心，少有私心，不论对谁，要一碗
水端平，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认
真对待，要关心群众；要有决心、有恒
心、有耐心，认真听完群众诉说，不要打
断群众说话，让他们充分发泄出心里的怨
气，然后对症下药；要依法办事，不能拿

权压人，要按规矩办事，公平公正处理问
题，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有依靠群众才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排查处理要早，
不过夜，把矛盾消灭在萌芽，化解在基
层；不能粗枝大叶、草率行事，要弄清矛
盾纠纷产生的根源、弯在哪里，才能有针
对性地做好化解工作，更不能来硬的，要
宣传，要教育，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
人，以情感人，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
矛盾纠纷，要果断调处，不推、不拖、不
激化，讲明道理，解开疙瘩，坚持群众的
事是大事，稳定工作无小事……”

该镇镇长陈艳丽观摩了韩六子村“矛
盾化解日”评案化解情况后，深有感触地
说：“韩六子村社会大局稳定，主要体现在

‘两委’干部敢干和会干上，他们做好了应
该干的事，敢做没做过的事，把难事做稳
妥，把小事做精致。他们干事不懈怠，肩
扛责任不推脱，‘干’字当头，体现了忠诚
与担当。我们镇、村的干部如果都能像韩
六子村的干部一样，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村民的幸福指数
会大大提升。”

有理无理当场评说 是输是赢双方服气

韩六子村“矛盾化解日”巧解村民烦心事

本报讯（张增峰 管庆国） 1月 22日是农历的腊月
初六，又是一个迎亲结姻的好日子，民权县野岗镇平岗
村的几辆迎亲车前挂着红绸花早早出发了。与以往不同
的是，今年该镇的迎亲车队车辆明显少于往年，且只见
梅花欢喜闹，不闻爆竹声声响。

说起这些变化，该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红白理事
会会长的秦兰见不由得打开了话匣子。他主持平岗村大
大小小红白事那可是出了名的，在治理攀比之风、推动
移风易俗方面是年年有创新：近年来平岗村利用移风易
俗文化墙开展文明宣传工作，开展“十星级文明户”、

“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脱贫励志模范户”等一
系列评比活动，实行白事大锅烩菜，彩礼不超 6.6 万
元，红事宴请每桌不超220元……

这天平岗村的秦培红家里正办喜事，他欢笑着说：
“俺今个娶媳妇过门去了 4辆车，这是村里规定，俺是
按标准来嘞，正好够用。俺这过彩礼、用车、请客一算
下来省了好几万元，村里这规矩能实打实替老百姓着
想，真不赖！”

民权县野岗镇平岗村

移风易俗风正盛
文明村镇年味浓

1 月 24 日，宁陵县编
办领导到该县逻岗镇崔香
吴村和常小庄村开展春节
送温暖慰问走访活动，为
155 户贫困家庭送去了大
米、食用油等慰问品；同
时，为有效提升脱贫攻坚
工作效率，在单位办公经
费紧张的情况下，为驻村
第一书记配备了笔记本电
脑、打印复印机、档案柜
等办公用品。

徐华新 摄

本报讯（陈宝刚）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紧扣文明社区
创建目标，创新思路、创新载体、创新方法，注重实效，全
面推进街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

白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把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每年定期研究文明社区建设工作，明确专人负责，认真抓好
落实；积极推行“亲民、爱民、帮民”的“一线工作法”，
开展党员“周六奉献日”、党员“设岗定责”、“党员 1+1+
2”、“空巢老人认亲会”、“为无业人员送岗位”和“金秋助
学”等活动；成立了多支民生工作组织，各社区成立 “民
生工作站”，大力推广业主自治经验，提升社区文化品位；
开展文明楼院、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各社区开展居民邻里

“敲一扇门、解一分忧、帮一个人、打一声招呼、聊一会儿
天、留一个电话”活动；各社区都建设了文化活动场所，购
买活动器材，为群众活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成立秧歌
队、腰鼓队、太极拳队、太极剑队、羽毛球队等 40多支体
育文艺队伍，在白云游乐园、运河健身广场和各个小区，开
展各种有声有色的活动；开展“情系贫困百姓”活动，印发

“民情日记本”，了解群众所急所需，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
姓解愁。

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

着力打造文明社区

1月24日，顾客在市区
一家商铺内挑选春节装饰
品。临近春节，许多商铺和
超市早早开辟出年货销售
专区，为顾客备好年货商
品。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受有关单位委托，兹定于 2018年 2月 2日上午 10时
在我行公开拍卖如下标的：珠江路与中州路交叉口西南
角商丘市华信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用地及地上附属物的经
营权。

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即日起现场看样，凭有效身份证明及相

关资质交纳20万元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银行
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三日内全额无息退还保证金，保
证金交纳截止日期为2018年2月1日16时。

报名地址：平原路与团结路交叉口东南角邮政银行
三楼

咨询电话：15333706017 15333706018
开户银行：商丘华商银行梁园支行（实验小学北门东）
账号：00000021318323490012
户名：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工商局监督电话：2625605
商务局监督电话：2560802

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2018年1月26日

拍卖公告

1月25日，在市实验幼儿园，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做
手工。当日，该园师生和家长欢聚一堂，举行期末教学
成果展示活动。各班教师自行编排、精心设计，把集体
活动、诗歌朗诵、歌唱舞蹈等领域整合课程贯穿在一
起，向家长们展示了一学期以来的丰硕成果，促进了
家、园之间的沟通，彰显出实幼高品质的保教质量。

本报记者 代朝霞 摄

市实验幼儿园

亲子共享学习成果

本报讯（李 鸿） 1月 25日是“三·五”基层工作
日，中石化商丘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来到各自所驻村，
带着中石化全体干部职工对贫困户的深情厚意进行慰
问帮扶，为驻村所有贫困户送上了米面和食用油等年
货。

在睢县白庙乡苏庄村，公司班子成员组织村“两
委”成员和在家党员深入学习了十九大精神，传达贯
彻了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五届五次会
议精神。随后，公司班子领导对贫困户和部分老党员
进行逐户走访慰问。同时，公司班子领导专程来到村
清真寺，看望慰问了住寺阿訇。因去年公司支援3万元
对清真寺进行维修，与住寺阿訇已相当熟悉。大家对
阿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付出的努力给予了肯定，阿訇
表示，亲眼目睹了中石化商丘公司三年来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做了那么多让村民受益的实事，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一定继续给予支持。

在当日的活动中，公司班子主要领导代表中石化
商丘公司向苏庄捐赠了用于关爱儿童、维修旧坑塘的
10万元费用，受到村民的真诚欢迎。

中石化商丘公司领导

慰问帮扶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