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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志愿者精神 !

进一步宣扬我市广大志愿者的精神风

貌!让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更加常态化!

从
!

月份起到
""

月底! 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寻找最

美志愿者$大型公益活动!本报开设了主

题专栏!目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本次活动的参评范围为近年来在我

市&学雷锋$主题活动中!积极参加关爱

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等志愿服务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各类先进志愿者( 本次

活动采取自荐' 推荐与记者寻找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成立

的&寻找最美志愿者$评选委员会将对参

与活动的志愿者进行综合考评! 在所有

上报及寻找展示的人选中评出
!"

名候

选人!经过公示后!评选出
#"

名最美志

愿者!并在&

$!

)

%

$国际志愿者日对评选

出的&最美志愿者$进行表彰(

全市各级文明单位' 各类志愿服务

组织和社会团体推荐或个人自荐! 可以

将相关材料发送至市文明办志愿服务专

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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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拨打电话

咨 询 推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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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0*1234'

123!4567/8 9:;<=>

记者 侯俊豫 文
$

图

核心提示

在#防水之乡$项城
!%

万%大军&中'

他算得上成功者( 和大多数成功者不同

的是'他经过多年打拼'选择了生产防水

材料(现今'他发起组建了投资上亿元的

百创防水企业集团( 公司以防水材料生

产为主' 拥有两条国内领先水平的全微

机控制改性沥青卷材生产线' 年生产卷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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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一个面积
&%%%

平方

米的防水原料生产车间'年生产聚氨酯*

丙烯酸*

'(

涂料
"%

万吨(目前'集团公司

正向生产高科技含量的非沥青橡胶防水

新型环保卷材进军( 他誓言用未来
)

年

或
"%

年的努力'锻造出一个国内防水材

料知名品牌(

&%

年前!年少的他!怀揣着好奇!从

&防水之乡$项城走出!奔向梦寐以求的

大都市%在那里!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环

境差一点击碎他年轻的梦%然而!要强的

他! 凭借机灵和勤奋! 在北京防水行业

中!打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他叫

张风雷!

"*++

年出生于项城市三店镇张

寨村%

&

月初!&出彩周口人$采访团的记

者来到北京!在百创防水企业集团总部!

分享了他创业道路上的苦与乐! 聆听了

他创业道路上的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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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

年代初开始!项城市就有

不少人外出做防水%

"**!

年春节!正上

初中的张风雷! 听到不少回家过年的老

乡讲外面变化快的故事% 看到讲故事的

人眉飞色舞的模样!他很是羡慕!萌发了

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 父母劝他多读几

年书再出去! 可一心想走出去的张风雷

怎么也听不进劝告! 用现在一个时髦的

词说是&任性$%那年春节刚过!他跟着一

个做防水的亲戚来到了北京打工% 没来

北京时!他对大都市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可真正来到防水工地后! 他才发觉钱并

没有想象中好挣%因为没有技术!他只能

从最基础的熬油膏干起! 每天天不亮起

床收拾工具!坐在火炉边熬沥青!大铁锅

里冒出的浓烟和刺鼻的气味! 呛得他眼

泪直流%熬了沥青!他还要给施工队打下

手掂浇壶+浇沥青用的容器,!扛油毡!甚

至学着铺油毡%一天下来!他累得浑身像

散了架% 家庭条件不错'整天受宠的&老

小$ 哪里受得了这份苦! 他干了四五个

月!感觉坚持不了便返回了家%可当他真

正返乡走进教室后!心又飞到外面去了!

不久又跑到北京干起来%就这样!几年时

间里!挣些钱!除去消费!一年到头基本

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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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始多艰难! 这一点张风雷体

会尤为深刻%

"**+

年!成家后的张风雷

带着爱人来到北京%因为没有技术!只能

打些零工!除去花销!一年下来也就落得

四五千元%因为囊中羞涩!要强的张风雷

从
"**+

年起! 一连
-

年都没有回家过

年!&谁不想回家过年啊!没挣到钱!感觉

无颜回乡见父老$%

靠着节省!他于
&%%"

年买了辆二手

面包车! 在工地上给施工队运送施工人

员和卷材' 涂料等!&说几点到! 就几点

到!咱从不迟到$%因为张风雷守时!所以

不少施工队都愿意找他送材料% 他的活

越来越多%期间!由于和不少施工队打交

道!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他就在给别人

运送东西的同时! 领些人给人家干些防

水活!做起小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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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张风雷拿出几年的积蓄!

在一条防水材料销售大街租了房子! 卖

防水材料和滚刷等施工用具% 因为他有

车 ! 顾客买的防水材料多了或路程远

了! 他在和其他商家同样价格的基础

上! 免费给人家送货到门% 这样一来!

张风雷的门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由于

他守信用! 一些油毡厂家都愿意赊账给

他 ! 最多一户赊给他
-%

多万元的货 %

到
&%%)

年 ! 建筑市场形势好的时候 !

张风雷一天能销售二三百卷油毡 % 期

间! 他还和熟悉涂料生产的开封老乡合

作!各投资几十万元搞涂料加工%&当时!

生产比较粗放! 生产涂料将原料放到两

个大罐里搅拌就行了% $就这样!张风雷

他们生产的涂料!一年竟销售近
)%%

吨%

这时候! 卷材销售和生产涂料两大项加

起来!张风雷年收入成倍增长!以万为单

位收入将近
!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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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日的销售中! 张风雷看到防水

施工中油毡的使用量大!生产利润可观!

就想专做油毡生产% 原来的合作朋友担

心风险!选择了退出%&认准的事!只有做

下去!才可能成功% $

&%%.

年!张风雷就

在距北京市中心仅
-)

公里的河北涿州

市码头镇安寨扎营!投资几十万元!建起

了简易的油毡生产厂% 在这里不仅有靠

近北京建筑大市场的优势! 而且有丰富

的油毡生产原材料! 省去了不少原材料

运输费用% &当年!生产油毡量达到
"%%

万平方米!一平方米赚一元!细算一下就

是
"%%

万元% $

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些优势!很快!码

头镇就聚集了大小油毡生产厂
-%

多家%

那个时候正赶上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

众多场馆和大小建筑物遍地开花! 防水

材料市场特别红火! 油毡销售也特别抢

手%有些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紧张!购进油

毡时提出售房后付款! 很多油毡生产厂

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害怕落入陷阱%张

风雷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即便他们房子

销售不了!起码有房子!和他们签合同!

大不了让他们用房子抵押$%在这样大胆

的销售思想驱动下! 张风雷的油毡销售

量比其他厂家多得多% 虽说前期他放出

去好多油毡!但多数商家经营不错!差不

多都能返款%最后!有几家房地产开发商

没有付货款! 也都根据合同将房子抵给

了张风雷% 没想到!房子价格一路高升!

张风雷不仅顺利将房子卖了出去! 还大

赚了一笔%至今!他还有一个大院握在手

里!每年坐收数百万元的房租%

RS67TUVW9XY

&%%,

年!淘汰落后产能提上国家发

展战略! 涿州市码头镇的几十家油毡厂

同样面临洗牌% 是关闭'转产!或是换代

升级! 成为摆在张风雷他们面前的艰难

选择%换代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

于将现有生产设备和厂房全部淘汰!上

马新的环保且性能好的产品! 一切要从

头开始! 建设属于国家政策支持的大企

业%

&只要有建设工程!就会用到防水材

料%防水材料肯定有市场!但要符合国家

行业标准才行% $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后! 张风雷找来几个做防水的老乡入股

成立百创防水企业集团%目前!集团已成

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施工于一体

的大型新型防水企业! 位列全国防水企

业
&%

强% 张风雷介绍!涿州市码头镇
-%

多家油毡厂!除他一个人走了过来!其他

都选择了关闭或转产%

经过前期的征地'建设厂房'选购设

备!到
&%"&

年!位于河北易县的豫旺百

创防水材料公司正式建成投产% 公司拥

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全微机控制改性沥青

卷材生产线两条!年生产卷材
"&%%

万平

米-一个
&%%%

平方米的防水原料生产车

间!年生产聚氨酯'丙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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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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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水材料生产企业来说! 环保

是天大的事! 它不仅关系到企业生产工

人的健康! 还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和周

边的环境%为此!张风雷认为公司发展在

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要注重社会效

益!做富有责任的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因此! 他投资
&%%

万元引进了国内最先

进的等离子空气净化环保设施! 废气排

放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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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舰队$组建完成!在未来航行

中有何计划及更高的目标.

张风雷称!企业能否做大做强!产品

质量是关键( 产品质量好不好主要看两

方面*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百创公司在采

购原材料时!要经过&三检验$( 采购前!

小样要经过检验-收货时!随机检验选取

材料- 产品生产前! 进行第三次检验!

确保原材料在科学储存的基础上不变

质( 其次! 在生产工艺上! 百创公司聘

请了行业专家对工人进行指导和培训!

力求工艺精益求精( 另外! 公司严格实

行定岗定责! 凡不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的原材料一律不允许入库! 不合格成品

一律不允许出库( 所有这些! 都是为了

生产出优质防水卷材( 正是质量过硬!

他们的产品在北京" 河北" 海南" 黑龙

江等地特别走俏( 其中! 北京地铁
-

"

.

号线! 中央电视台新址! 五棵松体育

馆! 首都机场等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都采

用过他们的产品(

目前! 张风雷领军的企业集团正筹

备扩建新的厂房"引进新的先进生产线!

向生产高科技含量的新型环保卷材进

军( 他誓言用未来
)

年或
"%

年的努力!

打造出一个由河南人主营的国内防水材

料知名品牌(

只要目标明确! 脚踏实地! 敢打敢

拼! 成功自然会惠顾( 当智慧" 机会"

人才" 实力" 态度融为一体时! 梦想也

会越发清晰临近( 我们预祝张风雷领军

的百创企业集团* 勇者闯天下! 防水行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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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一年之计在于

春( 记者昨日从市园林管理处了解到!

为抓住春季植树绿化的有利时机!目前

市园林处已全面开展春季绿化补栽工

作(

市园林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春季补栽的树木品种包括乔木和花灌

木两大类! 共计
&%

余万株! 其中乔木

类总计
&.%%

余株 ! 花灌木类总计

&%%%%%

余株( 此次补栽工作计划至
-

月上旬完成( 补栽树木主要覆盖中州

大道" 文昌大道" 周口大道" 七一路"

八一路" 工农路等道路(

据了解! 为进一步强化市区春季

绿化补栽补种和日常养护管理工作 !

入春以来! 市园林管理处组织工作人

员对市区内公园" 游园" 绿化带和绿

地的缺株断带的苗木进行全面统计 !

合理规划布局! 并制定了园林植物补

栽补种计划! 全力消除行道树" 绿化

带缺株少苗" 黄土裸露等现象( 这次

补栽工作完成后! 将进一步提升道路

景观效果 ! 提高中心城区绿化覆盖

率(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河西开发区水压低

市民李先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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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开发区水压太低了'高峰期二楼

就没有水'太阳能上不成水( 现在'这里增加两所学校和一所幼儿园'也增加了

不少常住人口( 夏天很快要来了'用水需求量大'希望银龙水务给这里加加压'

让老百姓能用上自来水(

周西路两侧违建严重

王先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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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西路重修后'道路宽阔平坦'两侧的违章

建筑也拆了不少'周西路形象大为改观(然而'近期许多人又开始在两侧违规建

房'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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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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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每个路口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拦车散发传单现象'既不文明又不

安全(

图
"

市中医院对面的公交站成了

%临时停车点 &' 快车道也成了摊贩的

%店&'市民文明意识亟待提升(

图
#

在八一大道与七一路交叉口'

一辆三轮车无视红绿灯横冲直闯(

图
$

七一路西段两辆%红顶&三轮车

并排停放在快车道上'咱能不能换个安全

的地方聊天+,

记者 李瑞才 摄

欢迎广大市民及网友拿起你手中的笔

和相机!对发生在身边的不文明行为及城

市管理乱象进行抓拍"监督!文字和图片

请传至
/012&!-)3"&.4567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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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风雷在阅读防水新产品信息

"

集团公司标准化生产厂房

#

公司产品检测实验室一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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