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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启峰

说起来!"项城防水# 这个劳务品牌

真不简单!

,#

余万防水大军开枝散叶 !

扎根于全国各大中城市! 成就众多企业

家!缔造一个个财富传奇$今天就来说一

说"项城防水%群峰并起中的一座&&&魏

东鸿$

野蛮生长"扒上火车走四方

魏东鸿是项城市李寨镇人! 现在天

津做防水生意!是天津周口商会副会长!

还是项城市人大代表$

,

月
+-

日!为了

迎接"出彩周口人%天津之行的采访!他

把回老家参加项城"两会%的日期往后推

了一天!机票改签$

./

岁的他在天津有防水施工 ' 防

水材料' 保温材料三个企业! 年产值达

!

亿元$ 天津规模以上的防水企业约有

/#

家! 竞争相当激烈! 魏东鸿的业务

量能占到全市施工的
/#0

左右! 可谓首

屈一指$

魏东鸿出身农门!自幼顽劣不堪!是

一个令家长十分头疼的孩子$

+,

岁时!

他从李寨乡下来到项城市读书!放学后!

他经常去看火车!看着火车驶去的方向!

想象远方城市的模样!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 怀着对城市的梦想!初二那年秋季!

他扒上火车!向城市出发$

(当时路过项城的火车是拉货的!扒

上火车后!我躲在车斗里!跟着火车到了

郑州$#魏东鸿说!离开家的时候!他兜里

没带钱!为了吃饱饭!他在郑州火车站广

场给人擦皮鞋!擦一双能挣一元钱!就这

样过了
,

个月的流浪生活$

天冷的时候! 他回到了家乡! 免不

了受到父母的斥责! 但是外面的精彩生

活让他无法安心$ 以后的几年间! 他又

数次离家出走! 西安' 武汉' 石家庄!

这些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很多时

候靠乞讨为生! 日子特别难混! 却乐在

其中$ 在石家庄他认了一对老来无子的

夫妇为义父母! 并在那里读了两个月的

书! 这是他流浪生涯中最温暖的记忆$

后来他发家致富! 每年都数次到石家庄

看望老人! 直到老人故去$

其实魏东鸿不(混#!谁的心中没有

对远方的渴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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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魏东鸿开

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拎起了喷枪学习

防水技术$ 家乡李寨是防水之乡!

1#0

的

人家从事防水!这是一门正经手艺$

见多识广的他很快就成为年轻人的

偶像! 没过多久他就组建了一个
!

人团

队!向家人打了声招呼!魏东鸿和他的小

伙伴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途! 来到了新

的城市!山东临沂$

津门立业"流泪但决不服输

临沂是个不太发达的地级市! 一年

防水生意做下来!刨去成本!能挣一两万

块钱!在上世纪
"#

年代初!这个收入还

算可以$ 但是对重情意讲义气的魏东鸿

来说!这点钱也就够买酒喝!基本不会存

下什么钱$临沂城小!让见惯了大世界的

魏东鸿感觉创业无从发力$

+"""

年!魏东鸿的一个老乡在天津

承包了一个防水项目!工程造价
/

万元$

这个老乡做个开头!因家中有事!便找到

魏东鸿!让他做下去$ 魏东鸿算了下!经

过转包之后基本无利可图! 但想到天津

更加广阔的市场!他还是来了$

工程需要启动资金! 魏东鸿东拼西

凑!求爷告奶!借遍亲朋!数次辗转于天

津'项城之间!终于搞到
+

万元钱!把工

程保质保量地做完! 得到甲方的高度赞

扬$但是这个工程做下来!真的没赚什么

钱! 就剩了一吨防水材料! 当时市场价

/!##

多元$ 此时他身上只有不到
+##

元

钱!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向一位颇为成功

的老乡同行打电话!以
/###

元的便宜价

格推销余料! 那位老乡却说!

+###

块钱

就收!多了免谈$

魏东鸿的眼泪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

流下来!人情薄似纱!创业不易啊* 他在

心里发誓!一定要干出个样子!决不让人

瞧不起自己!而且!再也不能流泪了*

"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

让我不低头!更精彩地活$ %魏东鸿说!每

次听到信乐团的这首+海阔天空,时!他

都会心潮澎湃! 忍不住想起创业初期的

经历$

今年年初! 当天津市周口商会成立

企业扶助基金用来帮助在天津创业的周

口企业家时! 魏东鸿带头集资!(能帮一

把就帮一把!谁没有个难处呢%$ 这个基

金会已筹到
+###

多万元$

古老的天津卫!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

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到处是轰鸣施工的

工地!新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长出!

孕育了极大的商机$ 不服输的魏东鸿靠

着诚恳能干!接到了越来越多的单子!生

意大有起色$

/##/

年!他参与竞标天津市滨海新

区市民文化广场工程的一个防水项目!

这个项目总造价
$##

万元! 是当时少见

的大工程$

竞争非常激烈! 参与竞标的几家企

业报价都差不多$魏东鸿想!这个项目是

天津地标性建筑! 降低价格一定会影响

工程质量!绝非上策!甲方最关心的是质

量和后期维护!自己应该从这方面突破$

怎么突破呢)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防水

项目的保质期是
!

年!魏东鸿灵光一闪!

那咱就把保质期升到
+#

年$这一招果然

生效!甲方对魏东鸿的方案给予肯定!不

仅把这个项目给他做! 后续还有许多工

程!让他陆陆续续做了
$

年$

/##,

年!河南安信达防水保温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成立! 魏东鸿带着他的

工程队加盟该公司!踏上一个新台阶$在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他先后承接了天

津东站'天津西站'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地铁站' 高铁站' 码头等项目的防水工

程!逐渐奠定了行业龙头地位$

/##1

年!魏东鸿升任河南安信达防水

保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当年公

司业务量突破亿元! 随后几年一路攀升!

成为天津最有影响力的防水公司!如今集

团公司综合年产值已达
!

亿元$

引领行业"自费学艺日韩行

从小不好好读书的魏东鸿! 在成家

立业后! 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在

防水领域! 新材料' 新技术更新很快!

不学习就会落后%$ 从
/##!

年起! 魏东

鸿先后自费到韩国' 日本等国家学习!

并且与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专家建立联

系! 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学习新技能! 改

善施工工艺$

学习让魏东鸿始终站在业界前沿!

获得巨大收益 $

/##$

年 ! 天津市滨海

新区一个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人工

景观湖! 湖底防水项目失败! 几万立方

米的水!

$

个小时就渗干了! 造成每天

数千元的损失$ 在此情况下! 甲方找到

魏东鸿! 希望他能解决渗水问题$

接到邀请后! 魏东鸿立刻意识到传

统材料和工艺应付不了这种防水项目!

必须运用新材料' 新工艺才会有好的效

果$ 他请来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的
,

名专

家来到施工现场! 专家调研后! 建议使

用膨润土防水毯$ 这种材料专用于人工

湖! 其特性是遇水膨胀! 能起到良好的

防水作用! 但当时国内极少使用这种材

料! 这让甲方心里没底! 犹豫不决$ 魏

东鸿打保票说- (采用这种材料! 如果

出现质量问题 ! 所有损失都由我来承

担$% 话说到这个份上! 甲方的疑虑打

消了$

魏东鸿之所以敢打保票! 是因为他

在日韩考察学习期间! 对膨润土防水毯

这种国际前沿的新产品有所了解! 再加

上专家力荐! 让他有了底气$ 这个项目

由魏东鸿做完后! 一直用到现在!

"

年

时间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 魏东鸿的名

头在业内叫得更响了$

眼下! 他正在做一个新型施工体系

的示范' 推广工作$ 这个施工体系简而

言之! 就是用新型的非固化胶体粘合防

水材料! 直接铺在施工面上! 一改过去

用喷枪粘合的方式! 省工省时! 防水效

果更佳$ (这个体系做好了! 将彻底改

变以往的防水工艺$% 魏东鸿对此极有

信心$

如今! 安信达天津公司是中国建筑

防水协会理事单位! 获得参与制定国家

防水工程规范标准的资格$ 防水企业万

千家 ! 但能够跻身标准制定者寥寥无

几! 魏东鸿! 够牛*

创建料厂"掌握完整产业链

魏东鸿的生意越做越大!吸引了许多

防水施工队前来投奔!就像当年他投奔安

信达一样$现在!他旗下联合了
-.

个分公

司!遍布全国!在天津的施工队有上百个'

五六千人$在
/##$

年之前!这么庞大的施

工队伍!所需的原材料都是外购的$

居高不下的原材料价格为施工增加

了成本! 压缩了利润空间!(为什么不能

自己办原料厂呢) %魏东鸿这样想!并付

诸行动$

/##$

年!经过多方筹备!他开办

了一家保温材料厂!产品需求旺盛!成为

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专业的防水

材料厂要求生产工艺更高! 他一时难以

达到办厂标准!只好等待机会$

/#+.

年! 魏东鸿通过朋友了解到!

天津市一家占地面积
/#

余亩'设备齐全

的防水材料厂要转让! 便积极与该厂赵

总联系$赵总年岁已高!兼之把心思放在

书画艺术创作上 .现为中国美协会员/!

搞企业不那么上心!效益出现滑坡!但他

对经营了
/#

多年的厂子和几十名老职

工还有割舍不下的感情!去留不定$魏东

鸿了解到他的心思! 当即表示老职工全

部留下!(我们正缺熟练工人呢%!并普涨

工资$赵总看到魏东鸿大方仗义!很快下

了决心!以
/###

万元的价格将工厂盘给

魏东鸿!专心致志作画去了$魏东鸿也是

心满意足!防水材料
2

保温材料
3

施工公

司!三位合一!形成一个闭合的产业链!

征战防水市场!更有屏障了$

魏东鸿还有更大的设想!下一步!他

打算征地
+##

亩! 把
,

家企业合并到一

起! 形成一个外墙保温和防水材料的生

产基地!并建立研发中心!研究新产品!

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增加效益$

不忘乡情"大气做人赢尊重

虽然出外打拼那么多年! 并且已经

在天津落户! 但是多年来魏东鸿一直未

忘生他养他的故乡! 一直在为家乡建设

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

年! 魏东鸿老家所在的村子里

还是一条泥土路! 汽车开不进去! 在自

身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魏东鸿带头为村

里修了一条砖渣路$

/#+/

年! 有了钱的

他出资几十万元! 将砖渣路升级为水泥

路! 不仅将路面拓宽! 还延伸到村子周

围$

为了方便留守的妇女和老人抗旱浇

水! 魏东鸿出资把村里的电缆埋到了地

头$ (去年因为干旱! 我们邻村的农作

物都减产! 就我们村大丰收! 因为这件

事! 我们村里人喝完酒! 大晚上给我打

电话感谢我$%

淳朴的村民无以回报! 就给他家送

最好的石磨面粉$ 送了多少呢) (我的职

工食堂有百十袋!都是从家里拉来的!一

年几乎不用买面了$ %说到这里!魏东鸿

笑得很开心$

./0123456789:+,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从成为这个

家庭的一员开始! 我就尽心尽力照顾婆

婆! 这没什么可表扬的! 作为晚辈! 理

应如此$% 昨日! 周口经济开发区淮河路

办事处南徐居委会第一届精神文明建设

(好儿媳% 评选结果出炉! 获奖者童华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进一步营造敬老孝老' 安定和谐

的社会氛围! 今年年初! 南徐居委会开

展 (好儿媳% 评选活动! 经过推荐' 自

荐等方式! 按照孝敬老人 ' 家庭和睦 '

教子有方' 邻里团结等标准! 童华等
.

人被评选为 (好儿媳%! 并每人获赠一台

洗衣机$

今年
.#

多岁的童华! 是南徐居委会

前谷庄居民! 一家
$

口人$ 丈夫和
,

个

孩子常年在外打工! 童华在家操持家务!

精心照顾
-#

多岁瘫痪在床的婆婆! 是村

民公认的 (好儿媳%$

$#

多岁的牛桂连!

.#

多年如一日照

顾双眼失明的婆婆直至老人去年去世 $

受她的影响! 自家的孩子也非常孝顺 $

(我的衣服都是儿媳妇买的!她对我可好

了!经常给我买好吃的$ 今天!就是她陪

我来的$%捧着奖牌的牛桂连笑呵呵地说$

(百善孝为先$ 开展此次评选活动对

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

辖区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起到了极大的

推进作用$ 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此类活

动$% 南徐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谷治国表

示$

!"#$%&'()

*+,-./0

董建国 潘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刊文

指出! "反腐不能像深深的海洋! 上

面九级风浪! 下面却纹丝不动#$ 此

言一针见血! 直指上令不畅% 基层一

些地方消极反腐之弊# 反腐倡廉要一

竿子插到底! 把祛除群众身边的腐败

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狠抓落实! 真

正把从严治党落到基层实处#

近年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成效明显 # 一大批 "老虎 $

"苍蝇 $ 落马 ! 社会风气得到了净

化! 政治生态得到了改善# 不容回

避的是! 当前反腐存在着上面和下

面冷热不均% 忙闲不一的格局# 同

时! 一些地方官场生态依旧! 在反

腐斗争上仍然花拳绣腿! 不敢动真

碰硬! 表面上热火朝天! 实际上波

澜不惊! 缺乏实质性突破与进展#

基层反腐波澜不惊并不代表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就在少数! 小

官巨贪也绝不是个别地区的特产 #

由于一些地方基层实权派长期根植

当地! 容易形成相护相庇的利益共

同体# 他们抱着 "天高皇帝远$ 的

侥幸心态! 沆瀣一气! 企图蒙混过

关# 这使基层腐败呈现更隐蔽% 更

复杂等特点! 加大了查处的难度#

群众利益无小事! 基层贪腐猛

于虎# 基层干部天天直接面对群众!

一旦贪腐! 其行为不仅败坏党和政

府的良好形象! 更直接地损害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最能刺痛人民群

众的心 # 从近年案件查办情况看 !

基层的一些单位和领域腐败案件易

发多发! 窝案% 串案明显增多& 一

些违纪违法人员级别虽低! 但涉案

金额之大% 影响之恶劣! 令人发指#

河北省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

超群贪污腐败 % 山西蒲县 "煤官 $

郝鹏俊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 都是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反腐要涉险滩 ! 更要下基层 #

祛除群众身边的腐败! 需要立足群

众需求! 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 抱

怨最多甚至被逼无奈上访的地方改

起! 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事情做起!

要坚决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 特别是征地拆迁% 食品安全等

领域的腐败问题! 用基层反腐败斗

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上下同欲者胜# 祛除群众身边的

腐败! 需要上令下行! 落实各级党委

反腐倡廉的主体责任! 加强反腐败体

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从源头上铲

除基层滋生腐败的土壤# 同时! 科学

合理配置权力! 切实改变重要领域和

关键岗位的权力被少数人集中行使的

现状& 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切实

解决权力监控缺位和弱化问题& 坚持

滥权必纠! 加大对腐败者的惩处力

度! 绝不能姑息迁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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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

生 张晓丹/近日!有市民反映!八

一大道与庆丰街交叉口! 卖菜商

贩占道经营严重! 而东边百米左

右的集贸市场却无人入驻$对此!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

月
"

日下午! 记者来到八

一大道桥北庆丰街交叉路口!见

到庆丰街道路两边有十几个卖

菜'卖水果的商贩在路边叫卖!吆

喝声不绝于耳!人车通行困难!再

往东走! 百米左右路南的集贸市

场内却没有一个人$

记者向路口一位卖青菜的大

爷打听原因! 老人说-(市场才建

好!城管上还没有集中撵人哩!就

还没有人去!再说!进集贸市场得

交卫生费' 管理费! 像我们这样

的!卖点儿自家吃不完的菜!也卖

不了几个钱!也不想进去$ %还有

商贩说!路边人多!卖得快!集贸

市场太背!不好卖$

该路段本来就不宽敞! 两边

又摆满了菜摊! 使得道路十分难

以通行$ 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路

人! 他们都表示! 在路边摆摊!

会造成交通堵塞! 也影响市容!

希望建好的市场能尽快实用! 从

根本上解决马路市场的问题$

电话诈骗又出新花样

?@ABCDEF

本报讯 近日! 我市

不 少 市 民 接 到 号 码 为

##,".1+//++#

且 自 称 是

周口市公安局的电话!电

话以信用卡被盗刷为由!

索要信用卡账户和密码$

周口市公安局提醒!这是

一起不法分子冒充公安

民警针对不特定人群进

行的电信诈骗活动!广大

市民应提高警惕!严防上

当受骗$

诈 骗 来 电 号 码 是

##,".1+//++#

!乍一看!属

于周口市的电话!但仔细

看!却是在周口区号
#,".

前多了一个
#

! 这极具有

欺骗性$ 另外!警方在办

案中!不会索要银行账户

和密码! 也不会要求受害

人将个人财产转入所谓的

(安全账号%!一些老年人!

因为年龄大'反应慢'与社

会接触少! 更容易成为不

法分子的侵害对象$对此!

请广大市民尤其是一些老

年人在接到类似电话时要

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从目前市局
++#

指

挥中心接到的
+#

余起群

众报警分析! 犯罪嫌疑人

极可能是利用网络改号进

行的电信诈骗! 对当前发

生的这些诈骗活动! 公安

机关正在加紧侦查打击$%

市公安局一名办案民警

说$

'李书洲(

!!!!!!

魏东鸿向记者介绍公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