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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

还在"人来鸟不惊# $用这首古诗形容李

伟清的仿真植物作品再恰当不过了# 李

伟清和他的团队"通过不断摸索创新"把

仿真植物做到以假乱真的境界# 这些仿

真植物通过他们巧妙组合" 就会形成一

个个给人世外桃源般幻觉的植物景观#

李伟清来自太康县朱口镇" 是广东

省圣杰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圣杰集团$&

董事局主席# 该集团主要生产经营各种

仿真植物"已有近
"#

年的历史"拥有专

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团队"研

发的仿真大树系列'仿真花系列'仿真绿

植系列' 仿真通信塔系列等产品畅销海

内外市场"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仿真植物

制造企业#

$

月
%&

日上午"!出彩周口人$采访

团一行来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景镇新

基工业园区李伟清的!花花世界$"感受

一个个!世外桃源$"追寻这位周口人在

广州创业的精彩故事#

不安分的中专生

%''$

年"李伟清从平顶山一所中专

毕业" 不安分的他向家人提出要跟着几

个同学一起到南方打工'创业#!当时"中

专生很抢手 " 要找个工作还是很容易

的#$李伟清说"自己学的是电子专业"到

南方发展会有更大的空间#于是"他不顾

家人的反对"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广州"

在当地一个生产电子玩具的工厂开始了

打工生涯#

!一到工厂"我就傻眼了"劳动强度

大" 生活环境差((这和自己当初预想

的不一样#$李伟清第一次在广州感受到

了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 面对高强度

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 骨子里想改变现

状的李伟清和
$

名关系不错的工友离开

工厂"去寻找条件更好的企业#

走出工厂之后" 李伟清却发现没有

哪家工厂愿意接收他们" 也没有更多的

工厂招工"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

定是不是正确#无奈"李伟清和
$

名工友

再次回到原工厂" 希望工厂能再次收留

他们# !既然你们认为我的工厂不好"你

们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面对工厂负责

人的答复"李伟清彻底死了心#

后经人介绍" 李伟清和
$

名工友来

到东莞一家台资企业找工作#

$

名工友

都进入工厂装备车间工作" 可是企业负

责人认为李伟清身材瘦小"干不了重活"

不愿意让他进厂工作#李伟清没有放弃"

经过朋友再三说和" 企业负责人最终同

意接收李伟清" 让他进了工厂的 !开模

部$"负责制作各种模具#

在那段日子里" 李伟清凭借勤奋好

学的精神"学到了关键的开模技术"成为

一名技术型工人#为此"广东一家工艺品

厂的老板主动找到李伟清" 高薪聘请他

去自己的企业工作#

!我不能就这样一直打工啊"我要创

业) $那时"不安于现状的李伟清已经在

心中编织自己的创业梦了#

不服输的打工仔

!别人可以创业"我也可以创业)$李

伟清骨子里就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通

过市场调研分析" 他决定和朋友合伙开

办玻璃钢工艺品厂#

为了筹集资金" 李伟清的父母向亲

戚朋友借了
()))

元钱" 让他当本钱创

业# 可是"三年之后"公司因为种种原因

最终倒闭# !当初和我开公司的两个朋

友跑了" 剩下
*

个工人还在等着我发工

资(($李伟清回忆起当时的窘迫"记忆

犹新#

在困难面前" 李伟清勇敢地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为了偿还
*

个工人的工资"

李伟清在广州卖过河粉"加工过馒头"最

终偿还了工人的工资#

一次"李伟清骑自行车去卖馒头"经

过一段土路时遇到下雨#由于道路颠簸"

李伟清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 热腾腾的

馒头散落一地#倾盆大雨中"李伟清独自

蹲坐在地上大哭#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创

业的不易" 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巨大压

力# 此刻"在他瘦弱的身体里"却正积蓄

着更大的能量" 他在心里暗下决心***

自己一定要成功"一定要走出困境#

机会总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李伟

清到广州找项目#在一个批发市场"他看

到几个妇女在路边叫卖各种造型的藤条

制品"生意很好# !如果租个摊位让这些

人给我供货 " 肯定比流动叫卖更有市

场# $李伟清这样想#

他的想法遇到了阻力#因为"在批发

市场根本没有摊位出租"即使有"他也负

担不起租金#正在一筹莫展时"李伟清发

现了批发市场的洗手间" 他想租下洗手

间的外墙#在管理处工作人员眼中"这是

个根本不可能当摊位用的地方#最终"工

作人员还是被李伟清的精神所打动"将

墙面租给了他#

李伟清的摊位开业了" 这些卖藤条

制品的妇女给他供货"生意兴隆#不到一

年时间"他就从摊位老板"变成了门店老

板"再后来"他又开了工厂"产品也由最

初的藤条制品向塑料花等产品延伸# 这

些仿真花草让李伟清淘到了第一桶金#

经过几年发展"他把业务铺向全国"并在

各地建了分公司"生意红红火火"企业越

做越大#从此"李伟清的!花花世界$开始

百花齐放#

产品热销国内外

当!出彩周口人$采访团一行来到位

于广州市白云区石景镇新基工业园区李

伟清的!花花世界$"眼前的景观让我们

看花了眼+雍容华贵的!牡丹$'出淤泥而

不染的!莲花$'亭亭玉立的!水仙$等"娇

艳欲滴" 用手触摸" 才感到不是真的植

物#李伟清告诉记者"这些假植物由仿真

材料加工而成" 凭肉眼是很难分辨真假

的#

在另一边" 摆放着巨大的 !榕树$'

!椰子树$'!樱花树$ 等仿真树" 除了这

些"仿真竹子'仿真芭蕉树'仿真万年青'

仿真滴水观音' 仿真绿萝等各种罕见的

植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身影#

在一个!世外桃源$展厅"景观造型

和独具匠心的小桥流水设计相结合"记

者置身其中如在异国他乡#李伟清说"这

些只是他们公司生产的众多仿真植物中

的一小部分" 他们加工生产的植物种类

目前有数百个" 产品不但销售到国内大

中城市"而且还卖到了国外#

有想法的企业家

李伟清很成功# 他把仿真植物卖到

了国内外" 企业越做越大" 但他仍不安

分# 聪明好学的他"时刻关注市场行情"

经常刷新自己的营销观念#现在"他又有

了新的想法+ 依靠互联网营销他们的产

品#

第一次接触互联网" 李伟清就被深

深吸引了# !有一次"我去深圳一家公司

参观" 二三十个业务员没有一个在外面

跑业务的"全是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

接接电话" 一年就能创造过亿元的营业

额# $李伟清说"那个场景一直留在他的

脑海里#通过了解"他意识到人们的购买

途径和方式正在转向互联网#

回去后" 李伟清就决定组建自己的

互联网营销团队" 开始和国内一些知名

网站合作做互联网推广" 随后又在一些

网站上进行了广告投放# 为了吸引更多

的国外客户" 他还向国外投放本土化的

搜索引擎广告#

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效益" 让李伟清

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依靠互联网平台做跨界整合"做

平台服务商# !如果单纯做仿真植物"企

业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很大规模" 要想获

得规模发展就要整合各种资源" 做平台

服务商# 我们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客户

资源" 这些客户除了对仿真植物的需求

外"还需要花瓶'地毯'假山'假人等#$李

伟清分析#

李伟清看好互联网的发展前景"注

重互联网时代的资源整合" 实现从制造

商到平台服务商的转变#李伟清表示"他

最终的想法是打造一个服务平台" 用他

们成功的商业模式和电商经验帮助更多

的中小企业转型#

李伟清的!花花世界$争奇斗艳"他

在互联网也小有名气# 因为对互联网热

衷" 李伟清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头衔***

知名企业阿里巴巴集团的讲师# 今年
%

月份"由于在
")%&

年度跨境电商人才培

育中授课精彩"表现突出"李伟清还被阿

里巴巴培训之家授予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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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凤霞&记者从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获悉"为推动市直单位机

关健身事业的发展"丰富机关党员的文

化体育生活"促进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

的交流联系"

*

月
"(

日" 市委市直机关

工委'市慈善总会'市总工会将联合举

办庆!七一$短程马拉松邀请赛#

据了解" 此次短程马拉松邀请赛

的参赛规模为
+))

人 " 参赛单位为市

民政局 ' 市财政局 ' 市国土资源局 '

市投资公司' 中石化周口公司' 市公

安局七一分局' 华耀城' 河南福彩慈

善马拉松队等单位# 报名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日" 比赛将于
*

月
"(

日上

午
,

点在大庆路桥东南广场拉开帷幕"

届时" 广大参赛选手将由大庆路桥南

出发向北" 经过大庆路桥" 向东沿河

堤沙颍河周口大道桥向西沿河堤返回

大庆路桥南" 男子前
$)

名' 女子前
+)

名均有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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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胡恩

来 吴河&家长手举吊瓶把孩子送到考场

外" 监考教师接过吊瓶一直把患病女考

生送进考场# 这是
*

月
,

日高考第一天

下午" 在郸城县实验中学新校区第
%&$

考场上演的真实感人一幕# 这名坚强的

考生被人们称为!吊水高考女$#

*

月
%'

日一大早"!吊水高考女$的

爸爸就向记者打电话" 激动地说+!找到

了"终于找到了"帮我女儿的好心人叫刘

涛# $

连日来"!吊水高考女$ 和她的家长

正四处寻找把她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抢

救"并用手机抵押医疗费"然后又及时把

她送到考场不愿留名的好心人#

当日下午" 家住吴台镇孙庄行政村

的郸城一高考生孙晶晶" 坐妈妈骑的电

动车赶往考场#由于胃病复发"加之精神

过度紧张"途中她手脚抽搐"突然从电动

车后座上摔了下来"晕倒在地#送她去考

试的妈妈吓得不知所措"大声呼喊救命#

危急时刻"一辆车开了过来"一位年轻小

伙子从车上下来"迅速将孙晶晶抱上车"

急速把她送到县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室救

治# 当孙晶晶的妈妈骑电动车赶到医院

时"医生已经给孩子扎上了针#孙晶晶稍

微清醒后"坚持要进考场"此时进考场时

间已经过了
+

分钟# 这位小伙子赶紧把

孙晶晶扶到车上" 火速赶往考场# 就这

样" 坚强女孩一边打点滴" 一边走进考

场#

!真是遇到了好心人啊"他把我女儿

送到医院时身上没带钱" 就将自己的手

机押在了交费室#是他救了俺女儿"要不

是他"我女儿恐怕高考也参加不上了# $

孙晶晶的母亲杨晓雯感激地对记者说"

她问小伙的姓名" 可小伙笑着什么也不

说就离开了#

!这没什么" 谁遇到都会这样做的#

倒是这个女生的坚强和上进感染了我#$

这个小伙子叫刘涛" 是郸城县国土资源

局执法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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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宽阔水面"鼓声阵阵"热火

朝天"龙舟健儿奋勇挥桨"争先恐后,沙

河两岸"现场观众人头攒动"竞相拍照,

数百民警坚守岗位" 恪尽职守" 守护平

安#

*

月
"%

日上午"随着闭幕式的隆重

举行" 周口市第二届中华龙舟大赛在沙

颍河中州路桥至八一路桥河段平安落下

帷幕#

为确保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市

公安局专门成立了龙舟赛安全保卫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指挥'竞赛现场

安全保卫'交通秩序管理三个职能组"并

制定了科学'详细'周密'具体的安保方

案和应急预案# 比赛期间"指挥部出动了

市公安局交警'特警'治安'派出所'消防'

武警'保安'联防队员等警种和部门精干

力量
())

余人次"冒着高温酷暑"始终坚

守执勤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为赛

事活动顺利进行全程保驾护航" 实现了

此次龙舟大赛!零事故$'!零疏忽$'!零遗

漏$的工作目标"确保了龙舟大赛平安落

下帷幕#

龙舟赛前"市公安局召开专题会议"

集中研讨'部署龙舟赛现场安保工作#比

赛期间"全体执勤民警'武警'消防官兵'

保安力量按照工作方案细分的执勤区

域" 提前一个小时到岗到位# 比赛结束

后"延长一个小时离岗"定期对赛场周边

环境进行必要的安全大检查" 确保全面

掌控现场安保工作局势#期间"龙舟赛安

全保卫工作前沿指挥部将比赛现场出入

口'表演区 '观众区 '水上 '外围安全管

理"维稳'社会面管控及防范等各项安全

保卫工作任务细化到每一个部门' 每一

个民警" 构成一个严密而巨大的安全网

络#执勤民警努力克服现场情况复杂'人

群拥挤'执勤时间长等困难"充分发扬吃

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执勤民警们在

烈日下汗流浃背"始终坚守岗位"忠实地

守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以严

整的警容'饱满的精神面貌"文明执勤"

规范执法"严格管控"热忱服务"确保节

赛顺利开展" 以实际行动树立了周口公

安民警的良好形象" 用辛勤的汗水和热

情的服务" 确保了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端午小长假# !郁发顺 宋光"

为弘扬优良传统文化# 营造热爱

书法绘画艺术的良好氛围 #

*

月
"+

日# 项城市文联邀请部分书画家走进

项城市清华育英学校#开展了$书画家

进课堂%活动#让师生们充分感受到了

书画的艺术魅力# 激发了大家的学习

热情& 图为书法家为该校师生示范毛

笔字的写法&

张永久 摄

书画家
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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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刘新华现任周口市发改委价格举

报中心主任# 工作
+)

多年来"他以对价

格事业和发展改革事业的挚爱为动力"

坚持以高度的责任心要求自己"务实苦

干'兢兢业业"特别是在价格举报工作

上更是倾注了满腔热血和汗水# 生活中

的刘新华更是孝顺父母' 团结家人"多

才多艺'爱好广泛#

即使是节假日 " 刘新华也没有闲

着" 一天
"&

小时" 只要有群众打来电

话"他都会接听"随时听取群众心声# 日

常工作中"每天的价格举报'投诉'咨询

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他总是认真地记下

每一个来电内容"一趟又一趟赶往案源

地调查了解"一次又一次约见举报双方

协调处理"一遍又一遍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地沟通交流# 面对新形势下价格举

报呈现疑难复杂举报增多'网上举报增

多'专业化职业举报增多的趋势"他总

能不厌其烦'妥善合理'有情有理地加

以处理"规范高效的处置使对立双方都

产生了信任感"有许多群众因为举报都

与他成为了生活中的朋友#

生活中"刘新华是爱老'敬老的好

榜样"他和姐姐们多年如一日"无微不

至地照料经常患病的父亲"尽心竭力赡

养年长的母亲# 他的父亲生前曾经两次

病重住院动手术"在他父亲住院期间的

日日夜夜"他始终守护在病床前"精心

照顾'细心伺候"端屎端尿'嘘寒问暖"

丝毫不敢懈怠# 母亲年事已高"在日常

生活上很难自理"他每天下班后常常陪

母亲聊天解闷"一有时间就搀扶母亲锻

炼散步"老人想吃啥"他总是尽量满足"

从来不嫌麻烦#

工作之余"刘新华的业余生活也很

丰富# 在每年的市运动会上"都能看到

他矫健的身影"连续数年不辞辛苦地负

责组织发改委干部职工参与各类体育

运动会" 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肯

定# 刘新华常年练习小楷"多次参加国

家'省'市各类书法比赛"在成为省书协

会员的同时也担任着周口市书协常务

理事# 虽然在书法上有了名气"但他却

没产生傲气"但凡有同事'朋友'群众求

字"他总是有求必应'绝不推脱"经常义

务为同事'朋友'群众书写对联# 刘新华

在音乐上的造诣也很深"自从担任市全

音合唱团团长后"他经常组织合唱团义

务参加国庆节文艺演出和文化广场的

演出活动"为周口文艺市场的繁荣做出

了贡献#

文明市民风采赞

李伟清上网查阅资料& 李伟清在$出彩周口人%彩旗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