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经济开发区向訾付业颁发爱心企业牌匾。。

������在首都北京， 有着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集体。
他们团结发展、抱团取暖、不断壮大，他们艰苦创业，
积极投入首都大建设，他们关注周口、支持家乡发展，
谱写了周口人在北京发展的最美乐章。 他们就是北
京周口企业商会。

聚力创业，打造周口品牌

北京周口商会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商会自成立
以来，在周口市委、市政府和周口市工商联的领导下，
在周口驻京联络处的指导下，积极团结组织各会员单
位，立足各自实际，开拓进取，拼搏创业，在各自的领
域谋求更大作为，树立周商良好形象，为首都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商会现有会员 100 多家，会员涉及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部分会员企业在相关行业已经
发展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北京周口企业商会首任会长，北京富慧言园
林绿化公司董事长訾付业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推动企
业发展。 他引领周口近十万园林绿化大军，已经在京
津冀为周口市打造出一块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
“商水园林绿化”。这个招牌与“项城防水”“西华的哥”
“沈丘货运”一样，每年在为家乡带来数十亿元收入的
同时，也为周口农业经济转型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走在北京街头， 随处可以见到訾付业施工过的
绿化工程。具体哪棵树是他带人栽的，哪片林是他带
人种的，连訾付业本人也不能全部记得。 他说，北京
的庭院绿化工程有 50%以上都是周口人做的， 而他
做得最多。商水园林、周口绿化，在京津冀，早已经是
响当当的知名品牌。可以说，华北地区每一个园林绿
化工地，都有周口、商水园林绿化者的身影。 北京新
机场、 北京副中心通州的湿地公园、 北京百万亩造
林 、北京凉水河治理、南海子公园等工程，人民大会
堂老年公寓等北京的好项目訾付业都参与过建设。

2000 年，訾付业怀揣梦想来到北京。 从卖花、种
草、种树、办林场，后来成立绿化公司接工程，逐步发
展到今天，多难的园林工程，他都能做。十几年前他带
出的工人， 很多都成了老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要健康、要新鲜空气、要土壤安全、要污水治理，
都为园林绿化提供了极大发展空间和锦绣“钱”景。周
口在京从事园林绿化的企业负责人多达数百，以商水
人为主力，在北京从事园林绿化的老乡，包括扶沟、西
华、淮阳、项城等县市的有近十万人，在訾付业的影响
带动下，全国各地遍布购买苗木的周口大军。 西安的
石榴树， 有两年几乎被周口从事园林绿化的人买遍
了。

吴志广是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公司总经理 。
1995 年， 吴志广离开家乡淮阳， 怀揣梦想到北京创
业。 1997 年开始，吴志广开始做起了蔬菜批发配送；
2008 年 5 月，他开起了第一家便民菜店。 历经 13 年
的艰苦和沉淀，他开始了全身心投入京城便民蔬菜直
营店和直通车的建设。 目前，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公
司在北京有社区直营店 330 家。 公司与 40 多个政府

机关单位签订了放心菜长期配送机制。 自成立以来，
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公司总计销售额达 31 亿， 水果
蔬菜销售量达 63 万吨， 年服务首都居民 510 多万人
次。 2015 年，吴志广的公司为全国两会和“九三”大阅
兵配送蔬菜， 受到两会代表和受阅官兵的一致好评，
被阅兵总指挥部授予“阅兵服务后勤保障单位”奖牌。
温家宝、郭金龙、蔡奇等领导多次到吴志广经营的直
营店视察指导， 并对吴志广丰富北京人民的 “菜篮
子”、守护北京人民的餐桌安全给予高度评价。

不忘乡情，支援疫情防控

今年初，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作为外出务工大
市，周口有大批人员在武汉务工、创业。 面对严峻疫
情防控形势，周口人民积极行动，打响疫情防控阻击
战。 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周口企业商会共向
家乡捐款捐物 400 多万元 ， 其中会长訾付业捐款
100 多万元。

新冠疫情发生后， 北京周口企业商会众多会员
企业在程宝山、曹育民、赵北臣等老将军的协调指挥
下，积极为家乡疫情防控捐款捐物，协调物资。口罩、
酒精、消毒液、防护服这些疫情防控紧俏物资市场上
基本买不到，而在北京的一些企业里尚能买到。北京
周口商会众多会员千方百计从生产企业协调物资，
甚至不惜高价购买，运往周口。訾付业本人第一时间
向商水县红十字会捐款 5 万元， 同时组织北京周口
商会开展捐款活动， 向周口市红十字会捐款 14 万
元。 他克服重重困难，筹措 5 吨医用酒精、2 万只一
次性医用口罩 、10 吨消毒液 、5 万双医用手套 、2 套
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物资， 并及时运送到周口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北京周口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葛杰组织成立抗疫

物资筹备小组，从河北、安徽、湖北等地购置了 12000
只 N95 医用口罩、 十万只医用口罩、5 吨消毒液、1000
个护目镜、3000 套医护服、20000 套手套、2 吨医用酒
精， 连同在京老乡捐赠的 20吨蔬菜一起装满了 6个大
货车。 这些物资和募集的 49 万元现金共价值 70.8 万
元，于 2月 4日上午一起送到周口、淮阳两地。因物资稀
缺，葛杰带着大家辗转内蒙古、安徽、江苏三地，连续几
天都顾不上休息。 为了将尽可能多的物资运送家乡，葛
杰他们把路上必需的用品压缩到极限，每一辆车都是满
满的。 为了尽快把这些物品送到家乡抗疫一线，他们日
夜兼程，累了就换司机，饿了就在服务区里啃面包、喝冷
冰冰的矿泉水。 疫情防控以来，葛杰利用自身优势和在
京影响力捐款捐物达 140多万元。由于北京周口企业商
会的共同努力支持，周口淮阳区在京务工人员党支部被
表彰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加强联系，推进招商引资

为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北京周口企业商会广大会
员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采取各种办法推进招商引

资工作，积极为周口引进项目。
北京周口商会积极鼓励、 动员商会成员企业回

家乡，进行投资考察，项目对接。 利用人脉优势、资金
优势，为周口在引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争当招商引资排头兵。 借助全市 “返乡
经济 ”的大潮 ，围绕 “工业主导产业 ”“现代服务业 ”
“临港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现代农业”等
重点领域，明确方向，发挥优势，投身家乡建设。 在京
周口企业商会成立大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 北京周
口企业商会协调推进 16 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
286.25 亿元，这些项目涉及食品加工、中药生产 、建
材家具、电商物流、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在訾付业
的具体运作下，北京周口商会积极与商水县委、县政
府沟通，引进了北大附中教育园区建设项目，总投资
近 20 亿元，落地八一路南段的商水县境内。 同时，商
会正积极运作，计划投资 30 亿元，建设周商大厦和
返乡经济产业园项目。 同时，北京周口商会众多会员
企业正积极协调推进，在内河船舶制造、中医药产业
转移及互联网医疗、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服装时尚文
化等产业建设方面，为周口引进更多项目。

携手共进，支持脱贫攻坚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北京周口企业商会众多会员
企业积极行动，发挥经济优势，推动更多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会长訾付业利用绿化工程建设这个平台，一方面
积极动员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到京津冀地区从事绿化

工程，另一方面带动贫困群众通过订单、土地入股等
形式进行苗木种植， 给更多贫困群众增强 “造血”功
能。如今，在商水县张庄乡，一大批群众在訾付业的带
动下通过从事绿化相关产业脱贫致富。

北京周口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刘金利 1994 年
到北京创业销售大米。 他创办北京福临大象米业股
份有限公司， 在黑龙江五常建立大米生产基地，与
当地群众签订销售合同，定点种植稻花香 2 号等优
质大米。 他的米业公司年销售大米近 4 万吨，北京
有 300 万人吃他的大米 。 他创立的 “大象 ”大米品
牌，在北京、在华北具有很高知名度，刘金利被誉为
“京城米王”。 刘金利不但通过订单农业，解决了五
常市一部分群众的脱贫问题，还积极为家乡建设出
力，帮助协调整修村内道路，捐资安装太阳能路灯。
他先后为周口环卫工人、郸城一高教师等捐助大米
价值 60 多万元。

北京周口商会副会长吴志广先后通过产业发

展带动河南老乡就业 、 帮助家乡人解决卖菜难问
题 、投资家乡事业……目前 ，在志广富庶 2000 多
名员工中 ，90%以上来自河南 ，其中周口老乡占到
70%。 2009 年至今 ，他帮助周口打通了北京的蔬菜
流通市场 ，年销量达 800 吨 。 目前 ，吴志广将在扶
沟等地投资建设现代果蔬农业产业基地项目 ，通
过技术 、渠道和市场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 。

乡乡音音乡乡情情 同同心心筑筑梦梦
——————记记北北京京周周口口企企业业商商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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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口企业商会会长、、北京富慧言园林绿化公司董事长訾付业。。

訾付业向周口经济开发区捐赠疫情防控物资。。

防疫物资从北京运往周口。

防疫口罩。

医用酒精、消毒液。

訾付业向家乡捐款的银行电子回单。。

������郑州市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向北
京富慧言园林绿化公司颁发的荣誉证书。

������周口市慈善总会、周口市工商联向
北京周口企业商会出具的捐赠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