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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 开发区根

据"四包#责任制$包项目%包企业%

包居委会%包路段&情况!对城管体

制进行了改革!对办事处城管力量

进行了整合%提升!按照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要求! 全面实施定人%

定路段%定职责制度' 他们把全区

!"

条主次干道按距离及治理内容

分成
#$

个责任段! 每个责任段由

一名城管队员任段长! 落实责任!

强化督查!分类排名!奖优罚劣!结

合集中整治行动!共同做好"门前

三包(%)六乱(治理等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 !张金刚"

!

开发区新闻!专题组版编辑!童晓霞 韩志刚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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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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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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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头的王汉!是广州欧申纳

斯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沉稳帅

气的他! 拥有令人惊叹和羡慕的辉煌事

业!在中国软装饰行业大名鼎鼎*来自西

华县的他!是周口人的骄傲*

%

月中旬!"出彩周口人( 采访团一

行来到广州王汉的公司总部采访了他*

天壤之别的马路两边

见到王汉! 他首先带我们参观了位

于广州市天河财富世纪广场的他的公

司!这里是当地的核心商业区!能在这里

拥有一片天地!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你们看到的只是今天的我*当年我

刚到广州打拼时! 就在公司对面的石牌

村一呆就是十年*虽一路之隔!却天壤之

别++#简短的参观之后!王汉手指马路

对面石牌村那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出租

房!向记者讲述起了他的创业经历*

王汉告诉记者!石牌村是个城中村!

是大多数异乡人初来广州打拼时的首选

之地!附近是当地最大的科技城!就业机

会多!房租低!上下班又方便*在这里!时

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

人走进来! 也时常能看到通过打拼取得

成功的人士从这里走出去*

王汉就是从石牌村走出的一位成功

者* 十年前!王汉脸上还带着稚气!四处

飘泊,十年后!他将公司大本营设在这座

城市核心商业区的财富世纪广场! 成为

叫响全国软装饰行业的大老板* 回忆起

过往! 王汉不由自主地哼唱道-"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
1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王汉的精彩故事就从这首歌开始*

梦想启程的那年春天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究竟有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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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过后! 在家待业的王汉!不

甘心按照父母的安排在家乡发展! 一心

想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王汉的家乡在西华县东王营乡* 他

的父亲曾在乡政府任职! 母亲就在家附

近经营一间门店! 家庭条件当时还是不

错的*王汉说!如果按照家人给他规划的

人生!他毕业后应该就在家门口就业!守

在父母身边*

面对家人的安排! 不甘心过平淡安

稳生活的王汉左右为难*他清晰地记得!

那年春节刚过!虽然已进入春天!但天气

依然寒冷*那夜还下着大雪!他一个人坐

在房间!看着窗外的雪花!激烈的思想斗

争让他彻夜未眠*

王汉说! 因为在当时让孩子外出打

工在乡邻眼中不是件光彩的事!找个)铁

饭碗(上班才能光耀门楣*

)趁自己年轻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通过打拼!用实际行动向亲朋

好友证明自己/ (次日一大早!王汉就收

拾好行李!给家人留下一封信!带着
.'''

元钱悄悄离开家!直奔漯河火车站*

要去哪里.王汉到了火车站迷茫了*

哪里才有他想要的精彩世界.王汉说!因

为自己手有冻疮!南方比北方暖和!他就

决定去南方*于是!他就坐上了发往广州

的火车!踏上了找寻梦想的旅程*

起起落落的打拼故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2

外面的世界很

无奈++(正如歌中所唱的!王汉初到广

州!目睹了都市的繁华和精彩!同时也经

受了举目无亲的孤独和失落! 以及许多

次举步维艰的打击*

刚到广州的前
3

天!为了找一份维持

生计的工作!王汉不知跑了多少家职业中

介所!由于不会讲广东话!又无从业经历!

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录用他*接二连三求职

失败!让他身心疲惫!也开始自责放着家

里舒服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出来受罪*

成功者做事是不会浅尝辄止%半途而

废的* 王汉注定会成功!因为他从不轻言

放弃!即使求职屡次失败!但他没有灰心

过*他一次次振作起来!登门自荐*就在他

快要身无分文时! 在一家职业中介所!一

位周口老乡听出了王汉的乡音!在这位老

乡的帮助下!王汉终于在一家杂志社谋到

了一份为杂志拉广告的工作*

王汉的人生从此出现转机*很快!执

着%吃苦%勤奋又聪明好学的他就在杂志

社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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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他的业

绩在全公司排名第一!

&

个月后!他个人

业绩占公司总业绩的
"'5

*

他说-)那段日子很累! 三个月磨穿

了一双皮鞋!但内心非常充实* (

那个时候! 王汉就在心中时刻告诫

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目标!为此坚持/ 不

管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阻碍!都要想方设

法解决它%排除它*

凭着这种执着的精神!王汉很快就被

提升为业务经理!后来又荣升为副社长*正

当在别人看来他的事业干得顺风顺水时!

有远大理想的他则希望能有更大的发展*

随后!王汉与一个朋友合伙开办了一

家文化传媒公司*熟悉业务又勤奋的他如

鱼得水!把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承接的

第一个项目就赚了
.''

多万元!第一年营

业额达
%''

多万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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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汉已经

拥有
0

家公司!生意也一直门庭若市*

王汉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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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受非典疫情

影响!所有大型活动被迫取消!他的几家

公司也被迫关门停业*几个月公司没有业

务收入!运营成本却一分没少!到公司宣

布倒闭时!王汉身上背了几十万的债务*

)那是我人生的低谷* 虽然苦!但那

段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王汉说!

那个时候他已不像初到广州时心中一

片茫然! 他有信心! 很快能改变这种困

境*

王汉是个热情大方%有感染力的人!

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后来都和他成了好朋

友*就在他处于人生低谷时!他生意上的

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笔业务* 王汉回

忆说!从广州去深圳谈那笔业务前!他身

上仅剩下
3'

多元钱! 出门不敢乱花一

分!因为如果业务谈不成!他连回广州的

路费都没有++

扎实的业务功底和提前充足的准

备!让王汉抓住了这次机会!最终成功签

下合同* 正是这笔生意再次改变了他的

命运!让他重整旗鼓!走出低谷*

王汉说-)经历那些之后! 我总结一

句话!只要坚持!只要有信心!只要努力!

所有的梦想终会实现/ (

中国软装饰行业的开拓者

公司倒闭后!涉足软装饰行业!对王

汉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但又是一次成

功的选择!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

在经营媒体广告公司时! 王汉结识

了香港十大装饰设计师之一的谭瑞志先

生*谭先生是他人生中的贵人!在谭先生

的牵线搭桥下! 他又结识了经营装饰饰

品的老板王绍仪! 以及其他在广州知名

的装饰设计师* 这为他今后在这个行业

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交往的深入! 他们三人在装饰

行业找到了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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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们合伙

在广州成立了一家装饰公司! 专业从事

软装饰设计!主要为酒店%会所%样板房%

展示空间软装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王汉得意地告诉记者! 与谭瑞志和

王绍仪是最佳拍档* 他们三个有做装饰设

计的!有经营装饰饰品的!加上曾从事过文

化传媒广告的他在市场运营方面有经验!

他们的合作就是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装饰公司成立后! 公司名字就命名

为)广州欧申纳斯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欧申纳斯&* 谈到)软装饰(这

个装饰行业名词!王汉感到很自豪*

据王汉介绍!组建)欧申纳斯(时!整

个中国软装饰行业刚刚起步* )软装饰(

这一业内叫法当时在全国尚属首次!更

加精确地涵盖了他们的业务范围* 他们

在全国装饰行业第一家把软装整个产业

细化成家具%灯具%窗帘等八个品类* 直

到现在! 整个中国软装行业所提供的业

务服务都包括这八个品类* )欧申纳斯(

还撰写了软装饰行业标准*

)欧申纳斯(一开业就受到业界广泛

关注和市场普遍好评!业绩直线攀升*从

事过文化传媒行业的王汉又将文化思想

巧妙地融入装饰设计里面! 用全新的理

念诠释室内软装饰! 全面升级中国家居

软装饰水平! 不但使装饰效果从感观上

让人看着舒心!而且更具文化内涵*

卓越的室内软装饰设计品质! 思想%

文化%专业三者交汇的设计理念!科学的

管理制度!著名的设计师联盟和专业的队

伍使)欧申纳斯(在全国软装饰行业的名

气越来越大!公司业务发展到全国各地*

随着)欧申纳斯(在国内品牌影响力

的不断扩大!公司业务逐步向外延伸*王

汉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公司正着手全面

开拓澳洲市场* 他们有信心通过三到五

年时间做澳洲软装之王*

)全力把0欧申纳斯1打造成为中国

软装饰行业航母! 这是我们的一个奋斗

目标/ (王汉说*

倾情回报社会的领头羊

谈到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汉说-"一

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拥有了多少财富!

还要看对这个社会贡献了多少* (

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 王汉

对需要帮助的群体充满爱心! 对为他创

造良好发展环境的社会心怀感恩 * 自

/''&

年他为西华县东王营乡捐建一所

希望小学以来!他一直通过不同途径%不

同方式回报社会*

/'..

年!王汉在中山大学博学
678

同学会发起了中大"阅览室计划(爱心行

动! 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小学进行公益捐

建阅览室*目前!在全国各地捐建
."'

多

所阅览室!超过十万名孩子从中受益*

后来!王汉又发起"支教计划(活动*

据悉!该活动主要针对农村地区
./

岁到

."

岁之间的农村中学生!尤其是留守孩

子进行心理辅导*目前!他们已到全国十

几个省市做了几十场这种支教活动!受

益孩子超过万人*

王汉表示!回报社会是一个企业%一个

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他将与广大爱

心人士一道!帮助更多需要帮扶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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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 周口经济开发

区按照"四制(工作法的要求!围绕重点

工作的开展!探索创新了区直单位"四

包 ($包项目 %包企业 %包居委会 %包道

路&责任制!逐步建立健全"责权明晰%

分工负责%主动高效%客观评价(重点工

作推进机制!充分调动各部门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服务重点项目方面! 对土地征

收% 围墙建设% 地面附属物清理% 维

护外部环境等工作实行 "一条龙服

务(! 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在服务企业

方面!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 做到立即

响应% 限期解决% 及时答复! 全力打

造服务环境最优% 办事效率最高的投

资环境* 在分包居委会方面! 帮助居

委会健全 "三委( 班子! 加快村级组

织场所建设 ! 建好阵地 ! 夯实基础 *

深入居委会督导 "两违 ( 治理情况 !

发现苗头问题第一时间向办事处和城

管大队通报 * 在分包重点路段方面 !

发现分包路段两侧有私搭乱建% 占道

经营和公共设施破损 % 丢失等现象 !

及时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 共

同做好道路市容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

沙颍河改造% 中原鞋都% 许寨安置区

建设% 喜来登五星级酒店% 东部拓展

区 "四横五纵( 路网% 新火车站周边

路网% 泰瑞格数控% 益长青低聚木糖%

宏盛门业% 客达食品等项目进展顺利*

益长青低聚木糖项目负责人说 -

"自开发区 "四包( 责任制实施以来!

我们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分包责任领

导和责任人到这里来! 帮助我们解决

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 让我们感受到

0分包特派员 1 的真诚服务和办事效

率! 感觉到开发区的投资环境越来越

好了*(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海内外客

商考察投资! 截至目前! 新引进工业

项目
%

个! 合同资金
.490

亿元*

目前! "四包 ( 责任制充分调动

了党员干部队伍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

让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中锻炼% 在实

践中提高! 不断增强服务项目% 服务

企业% 服务群众工作的能力! 党员干

部队伍呈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 推动

了全区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李献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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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华

!今日论坛

主动担当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

也是立身之本$面对新常态#党员干部践

行%三严三实&#就要增强主动担当意识$

为官避事平生耻$ 党员干部担任了

领导职务就要担当责任# 向党和人民作

了承诺就要履职尽责$%在其位'谋其政#

司其职'尽其责&$要自觉戒庸拒懒#经常

对照%三严三实&要求审视自己#增强思

想上的免疫力'党纪国法的执行力'为官

用权的约束力#对待工作敢于负责#不逃

避责任和明哲保身$ 增强主动担当意识

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学习$要

边干边学'带着问题学#在学习中善于发

现问题'勇于面对问题'乐于研究问题'

着力解决问题$二是增强定力$要从全局

着想#过滤多余的思想杂念#专注于本职

工作#顶得住压力#经得起考验#对党的

政策深刻把握'认真落实#真正做到忠诚

信仰不动摇'严守纪律不越轨'面对诱惑

不动心' 考验面前不变色$ 三是激浊扬

清$正气充盈#终身受益)邪气缠身#其害

无穷$ 处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个性张

扬的时代# 党员干部要对外面的喧嚣和

浮华设立理性的闸门#提高警惕#加强预

防$ 要增强自己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

任感# 选择走正路# 扣好人生的每颗扣

子#分清是非 #站稳脚跟 #牢记 %公款再

少#一分一毫也不能滥用)公权再小#一

时一刻也不能任性&$

主动担当方有为$ 党员干部只有主动

担当#才能爱岗知责'在岗思责'守岗尽责#

从而在干事中长本事#在历练中变老练$

!"#456789:;<=

本报讯 值节能减排宣传月之际!为

进一步维护 "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减排

示范单位(这一称号!开发区创新宣传载

体!加大宣传力度!发放宣传资料
.'''

余份!制作宣传栏
4'

多块!张贴各种宣

传画
/''

张!悬挂标语
./'

幅$条&!在广

场显示屏播放滚动标语
4'

条!认真宣传

2节约能源法3及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的方

针%政策*

!李献伟"

!"#'>?@ABCDEFG

本报讯 近日! 开发区加强领导力

量!积极主动作为!利用铲车%旋耕机配

合人工的方式对沙颍河城区段治理辖区

河堤南侧实施地面清表工作*截至目前!

已累计完成清表
"#$%

万平方米!受到市

沙颍河城区段治理指挥部办公室通报表

彰*

!赵永刚"

!"#<+HIJ,KLM

本报讯 太昊路为开发区的示范路* 按

照市城管委要求! 开发区专门制定了示范

路相关治理办法!由城管大队牵头!住建%

公用事业等部门配合! 采取重点集中治理

与加强日常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对太昊路

进行综合治理*

一是对隔离带% 绿化带内绿色植物进

行了补栽!对道沿%窨井盖等公用设施进行

修复*二是对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点%店外

经营等)六乱(问题硬起手腕!综合执法!积

极引导商贩入驻新建的)两小市场(!规范了

协和骨科医院门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行为*

三是对道路实施机械化清扫和清洗!加强垃

圾清运工作!实现日产日清* !张帅 "

!"#NOPQRSTUVWX

本报讯 近日! 开发区举行幼儿教

师基本功比赛! 经过初赛!

./

名幼儿教

师进入了决赛*赛场上!她们各展风采和

实力!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悠扬的

琴声%俊逸的书法!不时赢得大家热烈的

掌声* 比赛共评出一等奖
/

名%二等奖
0

名%三等奖
"

名!并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证

书和奖品*

此次比赛! 巩固和提升了幼儿教师

的综合素质! 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示风采

和交流切磋的平台*

!邓文明 卞秀华"

左图!开发区大河林业有限公司为河南省林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林业资源#

努力打造周口林产品深加工基地$ 图为厂区中高密度板

生产车间$

$王亚东 摄&

下图!开发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 图为娃哈哈饮料恒枫饮料有限公司灌装'包装

车间$

$王亚东 摄&

!!!!!!/'.0

年#王汉在中国软装年度论坛上发言$

!!!!!!

王汉与爱心人士一起开展爱心支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