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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继峰

!用创新的材料及完备的解决方案"

致力于中国防水事业的发展#$走进天津

滨海澳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这句企业

愿景格外引人注目% 在同肖来宣深入交

流之后"你就会感到&他是这样说的"同

样是这样做的%

肖来宣以周口人的质朴和执着打拼

出了骄人的事业" 也以担当和作为彰显

了周口人的胸怀%

跳出农门"搞沥青#

+"",

年春节过后"肖来宣背起行囊

北上天津%那一年"他想去县城的工厂当

工人" 但偏偏争取不到招工的指标% 所

以"天津之行他走得很悲壮%

'就算当不了工人"也得走出这贫瘠

的黄土地( $彼时"改革的春风吹拂神州

大地" 也把那些像肖来宣一样怀揣着创

业梦想的年轻人吹得心波荡漾%

父辈们土里刨食"终年辛劳"好年景

里也不过勉强果腹% 肖来宣不甘于这样

的生活%恰好"崭新的时代也给了年轻人

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的舞台%

远赴天津开启创业之路" 肖来宣决

心很大"但同时他又有些迷茫%因为他并

不十分清楚" 到达天津之后能在哪里找

个事儿做% 干防水活"干建筑活"或者搞

水电安装"参考亲戚邻居们外出的经验"

他给自己预想了几个工种% 唯一能有些

底气的是" 肖来宣有个远房亲戚在天津

塘沽工作%如果实在是找不到活"他可以

求亲戚帮忙"还能借到回家的路费%

当时"天津开发区建设刚刚起步"处

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 肖来宣花
,#

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他不怕碰钉

子"不怕求人"一家一家工地跑"终于在

中建七局的一个工地接到了第一单防水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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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活")清工$*不包工

不包料只赚工钱+

-

毛钱一平方米, 肖来

宣喊上另外两个工友一起干" 将近一个

月时间完工"他们挣了
-##

多块钱%

肖来宣说" 那时老家人把做防水称

为)搞沥青$"防水工程工艺主要是)两毡

三油$"清理好屋面"铺沥青油"摊油毡"

再铺油"再摊毡"最后铺油"施工环境相

当恶劣%每次施工前"都要用大锅不停地

熬沥青油%油温达到
./#

多度"铺油的过

程"烫伤手-烫伤胳膊都是常有的事,

有次在天津大沽化工厂做工程"为

了节省时间"肖来宣提前生火熬沥青油"

想等工友上工后直接铺油,但是"油熔化

了人还没到"想熄火怕油凝固"只得继续

小火烧着" 结果油温越来越高造成油锅

起火, 肖来宣没有经验"用水灭火"不料

火苗蹿得更高"把他的胳膊也烧伤了,采

访期间"他伸出胳膊让我们看"那长长的

疤痕至今还在,

除了人地两生的环境" 资金短缺也

是肖来宣当时创业的最大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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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肖来宣承接到天津市葛沽镇政府一

栋住宅楼的防水工程" 但是对方要求包

工包料,包工包料就意味着要垫资,肖来

宣手里没钱" 又不想放弃好不容易争取

到的赚钱机会, 他从
+##

多元的生活费

里拿出
-#

元" 交给跟着他干活的内弟"

让内弟回家办贷款, !无论能不能贷到

钱" 一星期之后必须带着生活费返回天

津, $肖来宣说"他知道自己手里的几十

块钱撑不了几天,

在肖来宣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关键时

刻"老家镇上的信用社给了他
,###

元的信

贷支持, 买材料有钱了"找工人也有钱了"

一个工程下来肖来宣净赚
-###

多元,这一

年"他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

此后"肖来宣一步一个脚印地打拼"

两三年下来他居然挣了五六万元钱, 而

上世纪
"#

年代初期"万元户在农村还是

凤毛麟角,

联姻国企闯市场

上世纪
"#

年代中后期"市场机制进

一步健全" 不规范的市场主体已经无法

在经济活动中立足, 尽管肖来宣做工程

很实在"质量也过得硬"但是以自然人的

身份去对接法人主体却碰到了难以逾越

的体制障碍,承接防水工程"不但得是正

规的公司法人" 还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

资质,

多年的历练已使肖来宣养成了遇事

从容的性格,面对问题"他很快理清了解

决的思路" 决定和北京奥克兰防水材料

公司合作成立天津分公司,

北京奥克兰防水材料公司是一家在

建筑防水行业实力雄厚的老国企, 在天

津开发区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中" 这家

公司既想成立分公司开拓天津市场"又

担心选错了合作伙伴砸了自己的招牌,

肖来宣一次又一次登门" 找奥克兰

公司的领导沟通交流"陈述合作意向"畅

谈合作前景,肖来宣承诺"组建天津分公

司"他愿意多交管理费,如果还有其他担

心"合作协议可以先签短期的"哪怕先签

半年-一年, 这中间如果出了问题"随时

解除协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肖来宣以自己

的执着和诚意打动了对方, 在充分考察

和调研后" 北京奥克兰公司和肖来宣签

了一年的合作协议, 肖来宣出资注册分

公司"奥克兰公司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

在一年的合作期间"肖来宣信守诺言"规

范执行合作协议" 稳健的合作经历让他

赢得了奥克兰公司的充分任信,

当时" 北京奥克兰公司作为防水材

料业界标杆性的国有企业"产品质量好"

销售也很火"现款现货还供不应求"分期

付款的难度可想而知, 肖来宣不但和北

京奥克兰公司续签了五年合作协议"而

且在他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 还得到了

奥克兰公司防水材料分期付款的支持,

在承接天津开发区海关防水工程时"由

于肖来宣同时开工的项目多 " 垫资量

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肖来宣向奥克兰

公司提出了分期付款的进料申请"奥克

兰公司破例为一向诚信的肖来宣开了

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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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的防水材料款"肖来宣

是在工程完工后的当年年底才一次性

支付的,

在津创业期间" 和日本竹中公务店

的合作" 让肖来宣尝到了诚信经营的甜

头, 日本竹中公务店主要为天津丰田汽

车等日资项目搞厂区- 厂房等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 其土建项目均由一些建筑集

团承接"肖来宣承接的全是防水工程,建

筑集团规模大"实力强"对后期一些小修

小补的质量维护看不上眼" 接到求助电

话服务也不热心, 而肖来宣对自己承接

的防水工程却很上心"只要出现漏雨-渗

水现象"不管原因出在哪个环节"他都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想尽办法解决问题,

肖来宣用诚信和服务打动了日本竹

中公务店的负责人, 在开工建设天津太

平洋汽车部件厂厂房时" 日本朋友主动

提出让肖来宣连土建工程也一同承接下

来, 没有任何土建工程经验的肖来宣不

敢轻易接手"向对方多次婉拒, !哪怕你

推荐朋友来做" 我们也愿意你来负责这

个工程,$对方的高度信任最终坚定了肖

来宣接下工程的决心,

肖来宣聘请了
+#

多名专业技术人

员和河南濮阳的一个施工队" 他们精心

施工"谨慎操作"工程竣工后得到日本企

业的充分肯定, 良好的开端奠定了肖来

宣和日资企业合作的基础,此后"只要有

工程" 很多日资企业都会主动联系肖来

宣,源源不断的业务"让肖来宣在天津的

事业越做越大,就在记者采访期间"肖来

宣还在为日资的天津新马诺汽车配件厂

做土建工程,

不断创新铸辉煌

转眼到了
.##/

年"举世瞩目的奥运

会要在北京举办,因为要配合场馆建设"

位于北京四环以内的北京奥克兰公司必

须整体迁出, 处于新旧厂区搬迁过渡期

和新产品研发期的北京奥克兰公司不能

再为肖来宣的天津分公司供货" 双方的

合作被迫中止,

利用这段时间" 肖来宣跟随中国建

筑防水协会的专家学者" 远赴美国-瑞

士-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日本等国

家"积极参加各种展会"并和国外防水行

业和防水企业的同行们沟通交流, 外国

同行们的节能环保意识强" 他们使用的

产品不但寿命长" 而且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小, 反观中国的防水施工" 从传统的

!两毡三油$到
121

卷材-聚氨酯涂料施

工"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问题,

!我们同样有条件向国际一流的水

平进军"关键是有没有决心, $国外的考

察"让肖来宣开阔了视野"内心也产生了

很大的触动,肖来宣说干就干,

.##"

年"

他筹资
,!##

万元引进技术- 建设厂房"

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立天津滨海澳泰

防水材料公司" 主要生产高端建筑防水

材料热塑性聚烯烃*

345

+防水卷材-聚

氯乙烯*

467

+防水卷材-自闭树脂防水

涂膜-

869

和
:;48

防水卷材" 年生产

能力约
$##

万平方米,同时"肖来宣引进

国际先进的产品安装系统和应用技术"

形成了以落水-排气-细部预制处理为重

要组成的完善的产品系统,

新的企业也面临着很多的发展难

题,当时"肖来宣开发的新材料尚没有国

家标准"尽管这种材料环保"施工方便"

施工效果好" 但是没有国家标准的材料

却很难进入防水设计单位的施工方案,

但是" 肖来宣认准了这些新产品广阔的

市场前景,他认为"国家对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越来越重视" 绿色的防水材料必

将后来居上占领市场,

事实证明"肖来宣的判断是正确的,

.#+#

年" 在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的呼吁

下" 国家住建部适时起草颁布了一批新

型防水材料的国家标准, 肖来宣的公司

随之迎来发展黄金期,

.#+0

年"天津滨

海澳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澳克兰

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共上缴税金近千万

元, 天津滨海澳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作

为全国唯一一家高分子类专业化- 系统

化防水材料生产企业" 进入了中国防水

产业的第一方阵,

!下一步"我和我的团队还要不断研

发新产品"要心存危机意识"始终走在防

水材料科技创新的前列" 让企业永葆生

机和活力,同时"我们争取早日在三板资

本市场上市" 让这些从家乡跟着我出来

打拼的员工都能持股 " 成为公司的主

人,$谈到未来的发展"肖来宣看得很远"

也充满了信心,

人物名片!

肖来宣!

+"-+

年出生于项城市

李寨镇 !

+"",

年

到天津创业 !承

接 屋 面 防 水 工

程" 现任天津周

口商会副会长 !

天津滨海澳泰防

水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天津澳克兰

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

4567 !"#!$ 891:;<=>?

网购成投诉热点
本报讯 *记者 窦娜+日前"市工商

局
+.,+!

申诉举报中心发布今年一季

度消费警示" 有关网络购物的投诉最

多, 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商

人员提醒消费者"谨慎理性消费"提高

防范意识,

消费者网络购物时可享受
-

日无

理由退换货, 今年新实施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

日

内退货"且无须说明理由% $明确了消费

者网络购物时可享受
-

日无理由退换

货% 但是" 以下几种特殊商品不享受
-

日无理由退换货&消费者定做的"鲜活

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

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

付的报纸-期刊%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如出现网

络购物纠纷与网店商家协商未果".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通过网

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

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为此"消费者可选

择向网络交易平台投诉"也可以向实体

店铺所在地的工商部门投诉%

网络购物切勿草率签收% 网络购物

中"商家和消费者的交易大多通过快递

公司来实现"一些商家或快递公司为了

逃避责任" 让消费者先签单后验货"许

多消费者疏忽大意" 签单之后发现上

当% 消费者在收取货物时"应开箱查验"

查看货物是否完好" 不要草率签单"以

防购买物与实际不符-物品损坏或数量

缺少而责任难以界定%

预付卡式消费需谨慎% 近年来"预

付卡式消费在餐饮-美容美发-洗浴-洗

车-洗衣-健身等多种服务行业广泛使

用"成为新兴消费业态"预付卡式消费

虽然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价格优惠"但

背后也存在较大风险% 工商人员提醒"

购买预付卡一定要选择信誉较好-有一

定规模的商家"事先了解清楚卡的使用

范围和期限% 消费者对所购买的服务拥

有知情权" 商家也有告知消费者的义

务"如商家无故限制消费且并没有事先

告知消费者"可向当地工商部门进行投

诉%

购买保健品要防忽悠% 针对保健品

消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工商人员提醒

消费者"保健品是特殊的食品"适宜于

特定人群食用"购买保健品要根据自身

状况"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购买% 一旦遇

到不正规的讲座或者推销"特别是对上

门推销药品-保健品的"一定要提高警

惕"不要随意购买% 若发现在保健品销

售过程中有虚假宣传行为-无照经营行

为"请及时拨打
+.,+!

进行举报%

线索提供$张勇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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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琰 通讯员 乔连

军+)谢谢"真太谢谢你们了( 要不是你

们相救"我父亲就没命了% 我们兄弟俩

在广州打工"今天专程赶回来就是向你

们谢恩的%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昨天

上午
/

点多钟"商水县巴村镇余庄村村

民李怀建- 李建伟兄弟俩来到舒庄乡

胡林庄村向救命恩人林宽心- 訾茂-郭

更臣三位党员表示感谢% 在场的群众

都说&)这老头命真大"要不是遇上这几

个救命恩人可就没命了%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

月
..

日

上午
"

点多" 双目失明的巴村镇余庄

村
$,

岁村民李丙寨摸索着去与本村相

距
+

公里的舒庄乡胡林庄村办事% 由

于田间小路上有泥" 在走到距胡林庄

村
,##

米处时" 李丙寨不慎掉进路边

的机井里% 正巧" 机井内有一根擀面

杖粗的木棍横在其中" 把李丙寨卡在

了水上面上% 在胡林庄村西头闲聊的

村退职老党支部书记林宽心和党员訾

茂- 郭更臣眼看着一个人自西向东走

来却一眨眼不见了人影" 大白天" 麦

苗较低 " 又没有什么东西遮挡视线 "

仨人感到事情不妙 % 林宽心突然说 &

)那人一定掉进路边的机井了" 你们两

个赶快去救人" 我回去拿大绳%$ 郭更

臣年轻跑得快" 率先跑到井边" 听到

井中有人呼救声" 看到落井人没有落

进井水中" 他一边安慰落井人不要害

怕和乱动" 生怕落井人因挣扎坠入水

中0 一边向訾茂和林宽心大喊快来救

人% 林宽心和訾茂很快赶到" 三人把

大绳腕成套送入井中" 让落井者小心

把绳套套住腰% 然后" 三人一起用力

把落井者从井中拉了上来% 当落井者

被救上来时" 三人才发现是邻村双目

失明的李丙寨% 林宽心和訾茂- 郭更

臣喘着气说& )万幸" 万幸" 多亏井

中有一根木棍横在里面" 要不是那根

棍就麻烦了%1 李丙寨的妻子和胡林庄

村的群众闻讯后赶到现场" 大家对三

位救人者赞赏不已%

李丙寨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听到

父亲落井被救的消息后十分感动% 兄

弟俩决定利用清明节假期返乡答谢救

父亲命的恩人%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

一幕%

沈丘县

123456789:

本报讯 清明节期间" 为规范殡葬用品市场经营行为"文

明-健康-有序地开展祭祀活动"沈丘县对殡葬用品市场进行

了专项整治%

该县依托基层工商所网格化监管平台"组织执法人员对

辖区内相关经营主体进行拉网式排查"对烟花爆竹-香-纸-

烛等祭祀用品进行重点检查"对制售祭祀用品的经营主体进

行全面清理"严查无照经营行为0对清明节期间用于祭祀的

粮-油-糕点-肉-酒类等食品进行认真清查"严查食品掺杂使

假-以次充好-过期霉变等违法行为"杜绝)三无$食品流入祭

祀用品市场%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殡葬用品经营者积极开展守

法诚信经营教育活动"积极引导群众采取植树-献花-网上祭

扫等形式"营造文明向上-节俭有序的祭扫新风尚%

同时"该县加强节日期间的消费维权维稳工作"制订清

明节期间应急预案"落实值班制度"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

的申诉举报"确保消费者投诉举报事件得到有效处理% 截至

目前"该县出动执法人员
..#

人次"检查经营户
+,#

余户"下

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

份"取缔无照经营
+

户% % 张磊 &

庙会香火旺 古树需降温

昨日!在淮阳太昊陵伏羲墓前!几名工作人员为陵墓周边古树洒水降温"奉

'太昊伏羲祭典(和有'天下第一庙会( 之誉的淮阳二月古庙会单日游客曾

达
/.!$#+

人!成为全球'单日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 由于庙会期间香火过于旺

盛!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多次为古树降温!确保树木存活"

*记者 沈湛 摄+

肖来宣陪同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专家在公司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