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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河长

核心提示!

作为村支部书记! 他带领村民向贫

困宣战!每年实施"十件实事#!围绕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打基础$上项

目! 用两年多时间让李寨行政村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情系三农$关

注民生!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的一个

个有份量$接地气的议案!如同一根根血

脉延续并拓展着他与农民兄弟血肉相连

的深情厚谊%

作为企业家! 他从零开始! 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围绕民生上项目!按照国

家政策调结构! 把亿星集团发展成当今

年交易$销售额
!"#

亿元!利润
$

亿元的

现代企业集团%

李士强! 面对事业发展中的艰辛磨

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他以"达则兼济

天下'理想抱负!实践着"做一个企业$活

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创一方文明$留

一笔精神财富'的人生追求&

"十件实事# 改变一个村贫穷面貌

%

月
$$

日!刚刚参加完十二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的李士强匆匆忙忙赶回家

乡!迫不及待向父老乡亲传达会议精神!

并公布了李寨行政村
$#!"

年 "十件实

事#$

从搬运工%船工%泥瓦工到走进原始

森林做一名植树造林工& 从乡村推销员

到全国经销大王%创新标兵%业界精英&

从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乡村窑厂工人!

到创造亿万财富%不忘回报社会%累计慈

善捐款
"###

多万元的慈善大使&从
&

个

人的小门市部负责人! 到拥有西气东输

天然气利用%国家糖肉储备%农产品物流

市场%燃气发电%糖酒经营%金融投资六

大支柱产业的知名企业家& 从销售额不

足十万的小商铺到建成当今交易% 销售

额
!"#

亿元! 利润从几千元到今天
$

亿

元的民生型集团公司! 进而成为带动相

关
'

万人就业的民营企业家$

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价几何!李士

强时刻挂念着生养他的那片土地$

李寨行政村是国家级贫困村! 拥有

%###

多口人!

&(%

户!耕地面积
$))#

亩!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 村民年人均收入

也仅为
%(##

元! 平均到每个月仅仅是

%##

来块钱$

父老乡亲的生活状态让李士强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

$#!$

年! 李士强回乡兼

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向贫困宣战$

为履行好村支部书记的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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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挤出时间对李寨
'

个

自然村深入调研!分析制约着李寨新农村

建设和小康目标实现的根本问题$

"先输血!再造血'$

$#!%

年起!李士

强带领李寨村的乡亲开始实施 "十件实

事'$修公路%架路灯%打深井%建水站%建

桥涵&实施千亿斤粮食工程%引沙河水入

村工程 !

%###

亩耕地达到电气化浇灌 &

成立李寨农业开发公司! 扶持村农业产

业化发展& 设立健身休闲娱乐社区活动

中心&新建学校%敬老院&给所有贫困农

民发放项目扶助金((

几年来! 李士强筹措资金
"###

多万

元!一件件实事的落实!加快了李寨村发

展变化的步伐$ 李寨行政村
'

个自然村村

村通了柏油路!安装了路灯!户户接通了

自来水!一些种植户%养殖户在村里的扶

持下渐渐发展壮大!现代农业框架逐步形

成!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推进!并被

农业部列入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窗明

几净的村小学由全县落后跨入全县先进

行列!全村五保老人实行了供养制$

每年!李士强都会给
(#

岁以上老人

发放长寿基金! 村小学和村里的大学生

也会得到教育基金的资助$

"一定要有事干! 一定要干好事!一

定要让全家有饭吃%有衣穿$ '这是李士

强年少时立下的信念$如今!李士强正在

践行着一个更大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

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李寨

人有信心跟上全国人民的步伐! 早日过

上小康生活, '

一个议案助力国家完善扶贫政策

$#!%

年!李士强以新型农民的身份

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是农民的代表! 为老百姓说真

话%办真事!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李士强

感到全国人大代表既是荣誉! 更是沉甸

甸的责任$一有空!他就到田间地头走访

村民%种养殖大户!搜集农民的所盼%所

愿%所想$

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 他在前期

走村入户调研的基础上!提出
!%

条建议

和意见!包括)关注留守儿童!规范土地

流转!健全农村养老体系!保障农产品供

给! 加大种植基地建设! 解决农产品卖

难%买贵问题!等等$

"不认真调查! 咋能提出好的建议!

咋能当好代表- '李士强说!"

$#!%

年!我

提一个建议! 使豫皖两省三县间粮食主

产区多条断头公路打通了! 这就能让贫

困县农民尽快富起来$ '

这条建议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高度重视!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办理$ 十二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安徽省政

府%河南省交通厅及时书面答复了这个建

议! 支持对涉及的二级公路进行升级改

造!两省已纳入相关建设规划!河南省交

通厅又规划新增一条南北向省道!形成新

的南北通道!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和物资交

流!为经济发展提供交通服务和支撑$

$#!*

年!全国 "两会 '上 !他提出了

!&

条建议$ 其中!他提出的"精准扶贫'

建议被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时所采

用!上升为国家决策$

李士强说! 原先国家的扶贫政策是

以县为单位! 贫困村最明显的标准是没

有集体经济%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发展的

后劲$ 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要改变扶贫

体制!实施"精准扶贫'!最好的办法是从

扶持贫困村再到贫困乡$

李士强认为!作为人大代表!不仅要

充分发挥参与决策%监督%联系群众的桥

梁纽带作用! 更要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于是!他把家乡李寨作为"精准扶贫'

的试点$制定出李寨村脱贫的目标!围绕

农业种植%养殖加工%打造农产品品牌!

促进发展!跨越发展!全面发展!改善民

生! 彻底摘掉贫困帽子! 全面建成小康

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围绕这一目标! 李士强和李寨村党

支部把贫困户分为两类! 一是对没有发

展能力的贫困人口做出兜底性制度安

排!通过低保和救助维持其基本生存!保

障温饱无忧& 二是对具有发展能力的贫

困人口通过扶贫措施! 帮扶他们依据自

身优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自主脱贫能

力! 帮助他们在致富路上不但能 "站起

来'!还能"走得稳'%"走得远$ '

基于以上考虑! 李士强带领大家大

力实施 "三帮一'%"二帮一'%"

!+!+

兜

底'工程!"精准扶贫'的战役拉开帷幕$

李士强和他的亿星集团对李寨村实

施"精准扶贫工程'两年来!据不完全统

计共筹措各种帮扶资金
!###

余万元!受

益贫困户达
$'#

多家! 这些农户也迅速

步入了脱贫致富快车道$

今年全国"两会'!李士强又提出了

"关于完善和创新农业支持政策的建

议'%"关于加快试行农村村官职业化的

建议'%"关于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的

建议'等
!&

条建议!大多涉及目前农村

全面小康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十五年坚守书写一路"星$光

亿星集团所属的锦绣花园酒店!一

间宽敞整洁的房间是李士强的办公室$

墙上挂着励志的字画! 桌子上摆着一头

奋进牛的雕塑!案头上摆放的文房四宝!

不断从铺开的宣纸上飘逸出主人挥洒墨

迹的墨香$

*

月
!(

日!记者见到了刚刚赶回周

口出席市"两会'的李士强$ 虽然年近六

旬!依然是乌黑短发!腰杆笔挺!温和的

语气中透着坚毅$

"我和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一样!起步

比较艰难$'提起往事!李世强感慨良多$

!)"(

年!李士强出生于周口沈丘一个

贫困的村子!家里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

由于家境贫困! 李士强从小就帮助父母承

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读初中时!家里实在

没钱供他学习了! 生性倔强的李士强就决

心自己外出挣钱!那一年!他
!'

岁$

凭着不怕吃苦和实干的精神! 李士

强在所历经的多个工作岗位上都干得很

出色!并走上了领导岗位$

!))#

年!李士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

事业$ 他带着
(

个人承包一个副食批发

门市! 在周口率先打破国有企业固有的

平均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调动了职

工的劳动积极性$ 当年就取得销售额
!*

万元的喜人业绩!第三年已经突破
$###

万元!销售额和利润成几十倍%几百倍的

几何级增长$

人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
!))'

年$当

年! 李士强率领一个
%#

多人的创业团

队! 用
"

万元买下负资产
!##

多万元的

股权!成功从国有商贸企业改制%分离出

来!成立了河南亿星商业副食公司!成为

全省第一家挂牌"省'字运营的市级糖酒

批发企业$

用了
!#

年时间!他带领的企业名列

全国商业批发企业
"##

强第
&'

位$

$###

年!针对以周口为中心
&

小时

可到达
'

个省会城市的有利条件! 以及

自己公司多年来经营食糖的良好基础!

李士强向国家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层

层申报在周口立项建设国家食糖储备

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十五期间

争取到一座企业自筹投资的国家食糖储

备库$

$##'

年建成投入使用!目前已完

成国家储备糖
*,'

万吨$

"把商业做到了金字塔尖!前方路在

何方-一个企业只有顺应国家政策%关注

民生%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才能获得党

委%政府支持%社会群众厚爱!实现永续

发展,'李士强一直思考着企业发展后的

责任与担当! 也为企业的发展寻找新的

突破口$

$##%

年开始! 李士强审时度势!带

领亿星人紧跟国家生态环保% 三农产业

政策机遇!开始了"二次创业'$这一年也

是李士强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当年!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

他又用
!#

年时间引领企业从单一

商贸业向民生行业多元发展华丽转身$

机遇往往眷顾有准备的人 $

$##%

年!国家西气东输管线过境周口$千载难

逢的机遇怎能错过,经过公平竞标!亿星

公司从
!*

家竞标企业中脱颖而出!取得

周口地区天然气经营权$ 为发展城市天

然气利用! 公司累计投资
!#

多亿元!通

过
!#

年的艰苦奋斗!输气管网贯通周口

各县市区!并率先在全省实现天然气"县

县通'$

$##&

年!为解决周口农业大市 "卖

难买贵%品牌农业少'的瓶颈问题!进而

保障群众的菜篮子供应! 亿星集团投资

&

亿元建成黄淮农产品物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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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后被评为商务部综合流通试点市场%农

业部重点市场! 位列全国农批综合类市

场
"#

强$

记者从亿星集团发展规划中看到!

$#!"

年亿星集团共计规划投资项目
%"

个!总投资
),%"

亿元!都是涉及三农发

展%生态文明%民生改善的民生项目$

光环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与坚守$为了解市场!他创造了三天走访

三省五地市的奇迹&为了争取支持!他创

造了一天往返北京六次的超强纪录((

作为从乡镇企业中走出来的第一批创业

者!李士强切身体会到创业的艰辛!时刻

准备着面对发展中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年! 与亿星一起起步的千万个企

业中!很多已淹没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

"找一份工作% 做一个一般规模的企业!

在一个时期%一个行业%一个区域内并不

难! 难的是在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

难都能够持之以恒! 能够时时刻刻围绕

着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谋发展$'李士强

说!正是过去
$"

年的坚持不懈!勇于担

当的社会责任意识! 亿星集团才有了今

天的规模和效益! 才积累了向前发展的

机会%资源%资本等条件$

"好汉不提当年勇$'面对成就!李士

强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 李士强始终坚

信!只要所做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业!是

为社会进步与发展争取条件的事业!只

要有坚韧不拔的勇气和信心! 只要符合

社会发展的需求!坚定自己的目标!通过

长时间的努力一定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

标!达到理想的彼岸$

图为李士强

电话!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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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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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山

张明山!男!

!)"'

年
%

月生!汉族!河

南郸城人! 省委党校大专学历!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
!$

月参

加工作$

现任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

南海舰队
%$

支

队战士%文书%艇长

!)&!,!$-!)&(,#$

郸城县司法局人

秘股长

!)&(,#$--!)&&,!!

郸城县李楼乡

党委副书记

!)&&,!!--!))!,#$

郸城县委办公

室副主任

!))!,#$--!))$,!$

郸城县巴集乡

党委书记

.其间 )

!)&),#)-!))$,#(

在河南省

委党校政治专业学习/

!))$,!$--!))",#%

郸城县检察院

检察长%党组书记

!))",#%--$###,#*

淮阳县检察院

检察长%党组书记

$###,#*--$###,#&

周口地区检察

分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

$###,#&--$##*,#%

周口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党组成员

$##*,#%--$##',!$

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

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

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

$#!",#*--

周口市三届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杨永志

杨永志!男!

!)'%

年
!#

月生!汉族!

河南太康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工程

硕士!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
(

月参加工作$

现任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中共淮阳县委书记$

!)(),#)--!)&$,#(

郑州畜牧兽医

专科学校学习

!)&$,#(--!)&*,#%

太康县龙曲乡

兽医院医生

!)&*,#%--!)&*,#)

太康县龙曲乡

政府秘书

!)&*,#)--!)&",#%

太康县农牧局

办事员

!)&",#%--!))$,!!

太康县政研室

干事%副主任

.其间 )

!)&&,#)-!)&&,!!

省委党校

第一期政研干部进修班学习/

!))$,!!--!))*,#(

周口日报社群

工部副主任

!))*,#(--!))*,#)

周口日报社群

工部主任

!))*,#)--!))',#(

周口地委组织

部正科级组织员

.其间 )

!))*,#*-!))",#!

借调到河

南省委组织部工作/

!))',#(--$###,#'

周口地委组织

部副处级组织员

.其间)

!))",#!-!))&,#%

借调到中组

部组织局工作/

$###,#'--$##$,#$

周口市委组织

部办公室主任%副处级组织员

$##$,#$--$##*,#%

周口市委组织

部办公室主任%正处级组织员

$##*,#%--$##',#"

周口市委副秘

书长%办公室副主任

$##',#"--$##(,#%

中共沈丘县委

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

.其间)

$##%,#)--$##',#'

在河南省

委党校研究生班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

中共沈丘县委

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

中共沈丘县委

书记

.其间 )

$##&,#%-$#!!,#%

在天津工

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获工程硕士学位&

$##&,#)-$#!!,#'

在河

南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法律专业学习/

$#!$,#&--$#!$,!!

中共沈丘县委

书记!淮阳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

作/

$#!$,!!--$#!",#*

中共淮阳县委

书记

$#!",#*--

周口市三届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中共淮阳县委

书记

李志增

李志增 !男 !

!)''

年
*

月生 !汉族 !

河南浚县人! 研究生学历! 法学硕士!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
(

月参加工作$

现任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代院长!党组书记$

!)&!,#)--!)&",#(

郑州大学法律

系法学专业学习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干部%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

员

.其间 )

!)&),#)-!))$,#$

在中国人

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学习!获

法学硕士学位/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刑事第二庭副庭长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事审判庭庭

长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县级审判员! 鹤壁市山城区法

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正县级审判员

.其间)

$##(,#)--$##(,!!

在河南省

第五期县处级政法领导干部进修班学

习/

$#!!,#%--$#!$,#"

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县级审判

员

$#!$,#"--$#!",#%

三门峡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

$#!",#*-- $#!",#*

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党组书记

$#!",#*--

周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高德友

高德友!男!

!)'"

年
!#

月生!汉族!

河南虞城人!在职大专学历!法律硕士!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
&

月参加工作$

现任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代检察长!党组书记$

!)&!,#)--!)&%,#&

河南省政法干

部学校法律专业学习

!)&%,#&--!)&',#%

河南省检察院

商丘地区分院书记员

!)&',#%--!)&&,#%

河南省检察院

商丘地区分院助检员

!)&&,#%--!)&),#*

河南省检察院

商丘地区分院副科级助检员

.其间 )

!)&",#)-!)&&,#)

在河南省

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学习/

!)&),#*--!))%,#'

河南省检察院

商丘地区分院办公室副主任%检察员

!))%,#'--!))(,#&

河南省检察院

商丘地区分院办公室主任

!))(,#&--!))&,#$

商丘市检察院

政治部主任

!))&,#$--$##$,#&

民权县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

商丘市检察院

正处级检察员

$##$,#)--$##),#(

河南省检察院

反贪局副局长%正处级检察员

.其间 )

$##*,#)-$##',#'

在郑州大

学法律专业学习!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

河南省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局正处级干部% 正处级检察

员

$#!!,#%--$#!",#$

河南省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

周口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

$#!",#*--$#!",#*

周口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代检察长!党组书记

$#!",#*--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党组书记

-./0%123456789:;<<=:>?<>@=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