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亿星集团董事长!沈丘县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

达济桑梓
致富小康带头人

贫穷既是人生的磨难!也是求变的

最大财富" 李士强出生在河南省沈丘县

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当年!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实现脱贫的梦想!初中毕业便走

向社会"他和数不清的创业者一样!秉持

以德为本的理念和敢为人先的壮志!历

尽艰辛!奋力拼搏!一路向前"从掏粪工#

搬运工#船工#泥瓦工到走进原始森林做

一名植树造林工$ 从四处打拼无人问津

的乡村推销员!到周口地区经销标兵#业

界精英$从食不果腹#衣衫褛褴的乡村窑

厂工人! 到创造数以亿计财富不忘回报

乡亲的领头人$ 从销售额不足十万的小

商铺到交易# 销售额呈几何数增长的商

业公司经理#副总#总经理" 凭借坚韧不

拔的钢铁意志# 超越自我争创一流的崇

高信念和强烈的进取意识! 走出了一条

艰苦创业的成功之路"

饮水思源!不忘乡亲"

!"#!

年!李士

强响应省委千企帮千村号召! 回村兼任

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 在全

村村民会议上! 他将心窝子里的话掏给

父老乡亲%&生我是农村#农民!养我是这

块土地!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我的企业

规模有多大! 我都不能忘自己应肩负的

社会责任 ! 不能忘恩重如山的父老乡

亲' (

为了履行自己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的责任! 李士强在自己的企业发展仍在

滚石上山#爬坡向前的关键时期!对李寨

村施予援手" 他先后对李寨
$

个自然村

进行深入调研! 发现由于农村经济基础

薄弱#李寨村贫困户占有相当比例"全村

%$&

户#

&"""

多村民中!人均年收入仅为

&$""

元! 平均到每个月仅为
&""

多元"

加之近几年物价上涨! 村民们在孩子上

学#人情世故#就医等方面的开支居高不

下!生活状况长期在温饱线上徘徊"一些

特别困难的农户!收入尚不能维持生计$

家里常年有病号的农户更是 &雪上加

霜(!苦不堪言"李士强将民忧挂在心上!

吃透实情!思民所想!带领乡亲们向贫困

宣战"当年!为李寨村规划了&调整结构!

突出特色!基础做起!三年致富#五年小

康(的发展目标"从争取对国家级贫困村

的支持!到企业以&年度为民十件实事(

为抓手 !

!"'&

年至
!"'(

年累计投入资

金
!(""

万元 !推动 &

!"

件实事 (陆续完

成和积极实施"修公路#亮路灯#打深井#

建水站!筑桥涵#户户通自来水!拓宽乡

级道路并与省道连接" 栽树苗!美环境$

清沟渠#建垃圾站#引沙河水入村!给所

有贫困农民发放项目扶助金! 帮助农民

脱贫致富"一件件实事的落实!极大地加

快了国家级贫困村发展变化的步伐$现

代农业框架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

销一体化推进"

!"'&

年!李寨村被农业

部列入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窗明几

净的村小学跨入全县先进行列 ! 投资

)*+

多万元的中心敬老院投入使用 !全

村五保老人实行了供养制" 李寨村正在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庄秀美#环

境优美#生活甜美#社会和美(的美丽乡

村的理想鼓荡起人们心中的风帆"

!"')

年
&

月
!!

日! 刚刚参加完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马不停蹄

回到家乡召开村民大会! 向父老乡亲传

达和落实会议精神"全体村民会上!李士

强激动地说%&今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 )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针!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放在了首要位置"会议期间!

总书记更进一步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老乡 *!道出了 )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的发展真谛" (秉承着这种精

神导向!全国两会期间!李士强提交了涵

盖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粮食安全等现代

农业发展!农村道路#水利#饮水#垃圾处

理#农村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

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农村金融发

展# 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的
')

条建议!

面对国家领导人! 切切实实说出广大农

民兄弟暖心窝子的话++

两会甫一闭幕!李士强在李寨村村

民大会上! 代表两委班子推出了李寨村

实施&三帮一(#&

',#,

兜底(#&一家一品

种#户户有发展(的 &精准扶贫(&三大工

程和持续实施年度&十件实事(的 &美丽

乡村(建设发展思路"&十件实事(及责任

分工的多块展板清爽地摆在村委大院!

所有村民清晰的看到村两委班子成员#

$

个自然村
##

个村民组及李寨农业开发

公司!对每一件事实行责任制#台账制!

确保实事有着落 !一个 &幸福 #和谐 #宜

居( 的美丽乡村蓝图在春风里# 在父老

乡亲心头铺展++

惠泽三川
扎根民生亿星魂

了解亿星集团都知道!亿星的兴起

肇始于糖酒副食经营"

#--*

年!改革开

放促使国有企业迈出改制的步伐" 李士

强率领一个
&+

多人组成的创业团队!用

)

万元买下负资产
#++

多万的股权 !成

功进行股份制改造! 租几间破仓库成立

了周口地区商业副食品公司$继而!正式

成立全省第一家挂牌&省(字运营的市级

糖酒批发企业,,,&河南亿星商业副食

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从此风雨兼程!开始了亿星集团的

创业发展征程"

!)

年过去!当年在一个

破旧仓库成立#年销售额仅
#(

万元的民

营企业! 已经形成今天的具有天然气利

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国家储备和物流#

金融投资管理等六大产业板块# 七个控

股公司#

)+

万平米经营交易场地! 年销

售额突破
#!+

亿!资产近
)+

亿元的公益

公用三农型集团化企业"

李士强带领亿星集团所实现的华

丽转身!靠的是做人的诚信#做事的韧劲

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雨露春风$ 铸就的是

根植周口#扎根民生#服务社会#执著奉

献#大爱润民的企业品质"

!)

年间!李士

强带领公司先后创造了多项行业第一的

辉煌业绩"

#---

年被贸易部列为商业批

发企业
)++

强第
%*

位"

!+++

年!李士强

被国家人事部#国内贸易部评为&全国内

贸系统劳动模范("

&企业发展只有顺应国家产业政策

方向!才能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只有发展符合人民需要的民生

产业#切实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获

党和政府支持# 只有社会和民众的信任!

才能创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和充足发展

后劲" (站在商贸行业经营的金字塔尖!李

士强凭借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时刻不忘

民营企业发展之后的责任与担当"

天然气利用
让周口天蓝水清惠及千万人民

!++&

年初!李士强带领亿星紧抓国

家生态环保#三农产业政策等机遇!开始

了&二次创业(" 当年
&

月!李士强紧紧抓

住国家西气东输
%+++

里管线过境周口

的机遇!发展城市天然气利用!累计投资

#+

多亿元!让周口天更篮#水更清#群众

生活更实惠"

!++(

年!被国务院评为&国

家西气东输建设劳动模范(" 通过
#+

年

的艰苦奋斗!建成了贯通周口全区的
!!+

公里的高压输气管线! 率先在全省各地

市中实现管道输气&县县通(工程$累计

发展居民用户
#-

万户# 天然气车辆
#.!

万辆#工商业用户
#*++

户!实现销气规模

#.&

亿方$代燃煤近
%+

万吨!累计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
#+)

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

量
-+++

吨! 减少各类粉尘排放量
!.)

万

吨!为周口民生改善#百业发展#生态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在李士强看

来!所有的这些!只是起点" 面对新常态

下国家向污染宣战的长远目标# 人民群

众日益强烈的环保要求# 日渐严峻的环

境承载压力和全面&气化周口(的战略目

标!实现&发展清洁能源#惠及千家万户#

助兴千行百业!打造蓝天工程(的产业愿

景!仍需奋力开拓"

在记者采访中! 李士强拿着燃气工

程建设计划表如数家珍%今年!我们全年

计划燃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个!总投

资
%.+)

亿元!计划完成投资
&

亿元" 推进

省 &十二五( 加气站建设规划剩余的
#+

个
/01

站#

%

个
201

站的建设运营" 全

年累计实现投运
/013201

加气站
&*

座" 形成覆盖
%

县
#

市
#

区!满足周口出

租车#私家车#公交车#客运班车#大货车

等用气需求的加气站布局$ 全力推进长

达
#+&

公里#总投资
*

亿元的河南省重点

建设项目&周
4

漯长输管线(!确保&气化

周口(的大气源优势$全力推进港口物流

园区
'+++

万立方米
201

储气调峰接收

站建设!解决我市小时#日和月高峰用气

问题!保障全市一个月应急气源供应!保

障大工业#公福用户#居民用气安全充足

供应" 他还坦言!亿星燃气人的担子还很

重!但是全体亿星燃气人一直抱定&气化

周口尚未实现!同志仍需奋力前行(的宗

旨!设定时间节点#划清责任!一定要把

这些事关周口一千多万人民的民心工

程#环保工程建好#维护好#运营好!为建

设天蓝水清# 生态宜居的美丽周口城市

做出应有的贡献"

农产品物流
夯实!菜园子"丰富!菜篮子"

&人的一生有两点%一是生活必需!

二是社会贡献" 官做得再大! 钱挣的再

多!一天就是三顿饭!生不带来!死不带

走!应该回馈养育自己的社会" (多年的

发展中! 李士强不仅经常给员工们灌输

&我们是在家门口做系关民生的产业!要

长久地树立想父老乡亲之所想! 千方百

计满足家乡人最迫切需要的理念! )兴

业润民*不是一句空话(的企业价值观!

力求把企业不断发展的追求与切实担起

民生公益慈善责任紧紧的融合在一起"

面对记者! 李士强充满感情的向记者道

出了为周口父老乡亲夯实&菜园子(丰富

&菜篮子(的初衷和计划"

!++%

年!为了解决周口农业大市卖

难买贵的瓶颈问题! 进而保障群众的菜

篮供应!亿星集团投资
%

亿元!建设经营

场地面积达
&+

多万平方米的黄淮农产

品物流市场! 为推动周口农业品牌化走

向全国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黄淮市场

入住商户
&+++

多户!交易额突破
'!+

亿

元!辐射周边
'+

多个省市!有效满足了

方圆
!++

公里#

*+++

万人口的农产品消

费需求!先后被评为&国家商务部综合流

通试点市场(#&国家农业部重点市场(#

&国家工商总局全国诚信示范市场(!位

列全国农批综合类市场
)+

强"

为了将周口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效益!更为了让市民&买的便利实

惠#吃的安全放心(!黄淮农产品物流市

场将在今后的发展中! 下大力气进行中

心城区便民菜场建设! 在汉阳路便民市

场建成运营的基础上! 开工建设东新区

万庄#八一路等标准化惠民菜场!计划今

年完成投资
'*++

万元$打造豫东南最大

的冻品水产专业市场! 真正让进口牛羊

肉!阳澄湖大闸蟹!连云港对虾#海参#鲈

鱼!湛江鲍鱼!湖北中华鲟等走向市民餐

桌!让周口市民吃上放心#原生态产品$

同时!建设电子化市场!全面实施市场电

子结算系统! 交易监测信息实时录入信

息发布系统! 并分类向政府职能部门及

广大客商进行发布! 及时掌握农产品产

销信息及价格趋势! 通过农产品交易的

全程监控!切实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面对记者! 李士强尤其强调了发展

农产品电商!拉近农民与市场#商户与消

费者之间距离!构建农民#商户的&千里

眼(#&顺风耳(#&致富桥( 的重要性" 他

说! 黄淮市场今年的重头戏是开拓互联

网
,

周口农产品# 深加工产品走出去的

线上渠道!宣传和打造周口农产品品牌"

年初! 黄淮市场已经启动运营的农产品

电商网!并在积极洽谈#争取运营阿里巴

巴周口特色产业项目! 还计划开工建设

总投资
%+++

万元的农产品电商大楼!全

力打造农产品电商平台! 最终建成中原

首屈一指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园" 通

过网络! 千方百计把农产品电商实业做

实#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周口丰富的农

产品资源# 品牌可以通过网络推介走向

全国销售$ 周口从农业大市变为农业强

市的梦将更加美好++

将兴业润民进行到底

博胸怀雅爱 !铁肩担大义 " 采访

之中 ! 李士强言犹未尽的是 %&亿星根

在周口 ! 是周口一千万父老乡亲乃至

中原父老乡亲 # 广大消费者滋养了亿

星 !亿星当饮水思源 !厚报周口 !回报

社会 " 我一直坚持 ! 父老乡亲的每一

个重要的举措和每一个活动 ! 都应有

亿星人回馈社会的真情奉献 " ( 多年

来 ! 回馈社会成为李士强和亿星集团

自觉的行动 " 非典肆虐 #汶川 #玉树 #

雅安地震 #北京雨灾 !第一时间向灾区

捐款捐物 $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 #春蕾

计划 !通过捐资助学活动 !圆了数百

名贫困学生的大学梦 $每年举行 &扶

危济困一日捐活动 (! 向周口市直低

保户发放救济物资 !资助周口福利院

儿童购置校车++据统计 ! 多年来 !

亿星集团慈善总额达
)+++

多万元 !连

续
%

年被周口市政府评为 &慈善工作

先进集体 ("亿星现有
!+++

多名员工 !

!+

多万天然气用户 !

&+++

多市场商

户 ! 孵化几十个农产品品牌 ! 带动
*

万人就业 #

!++

多家农业基地发展和

数以万计的农民致富 " 亿星闪亮 !是

周口美丽的天空给予亿星一片升腾

的空间++

李士强曾经先后担任乡 # 县 #

市 #省 #全国五级人大代表 !现任省工

商联副主席 #全国农产品批发协会副

会长等 " 他认为 !一个优秀的民营企

业家 !应该是奉献家乡 #发展公益 #关

注慈善 # 责任担当的实践者 " 而这

些 !只有起点时 !没有终了日 $只有更

好 !没有最好 " 李士强深情地告诉记

者并转告所有帮助亿星成长的父老

乡亲 !亿星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扎根

在周口这片沃土 " 在企业发展上 !亿

星时时不忘攀登管理创新高峰 !发展

新技术 !培育新业态 !开辟新市场 !积

极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主动权 $

在经营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时 !须

臾牢记关注民生 #回报社会 !与百姓

共谋发展 #共创财富 #共享成果 !朝着

共同富裕方向将兴业润民进行到底 !

为周口崛起 #富民强市贡献亿星的正

能量 "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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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两会召开之际#代表委员们纷纷报到$ 记者在他们中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衣着朴素行事低调的亿星领航人%沈丘县李寨村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周口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士强$经记者再三邀请'亲切待人的他终于接受了采访$在两三个小时的温茶对坐叙谈中'眼前这位腰杆笔直%谈吐谦和%充满激情的(第四届

全国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一不言个人勋荣'二不炫发展业绩'三不谈各界赞誉'说得最多的是怎样为贫困群众脱贫做贡献'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带领李寨村村民

向贫困宣战'谈的最大的梦想是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如何加快亿星服务一千多万周口人民的步伐'与父老乡亲携手同心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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