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会民生组版编辑!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 "%#$%&'&'()**(+,$)*+#

人物名片

张建宏!

+"-+

年
.

月生! 商水县舒

庄乡人! 河南建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代民购$ 农村
/,/

电

商创业扶贫平台创始人% 周口市电子协

会副秘书长&

河南建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互联网
0

$%名企参访%企业

内训管理%文化传媒%营销策划等业务于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1

月
+-

日!在周口高新区科技企业

孵化园!记者见到河南建宏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宏时!他正

和工作人员忙着打理 "代民购 # 农村

/,/

电商创业扶贫平台的后台数据$

"这个电商平台成立时间不长!需要

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依托线上互联

网%线下实体店双管齐下的销售模式!让

物美价廉的商品&走进来'%让当地农副

产品&走出去'!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助力精准扶贫%提高农民

生活品质!助推当地企业增产创收(()

张建宏热情地介绍了*代民购)的经营模

式$

年轻就要敢于折腾! 创业更要经得

起折腾$ 年仅
.$

岁的张建宏!就是看准

了电商蕴含的巨大潜力!在寻求温饱%创

业拼搏的过程中一路*折腾)过来的$

苦难"让他更加坚强

+"-+

年
.

月
,2

日!出生于商水县舒

庄乡的张建宏!家境贫寒!使他不得不过

早地踏入社会!尝遍人间百味$

*我最初跟着村里人到建筑工地当

小工!那时我才十几岁$ 说实话!在工地

上能吃饱我就感到很满足了!每月干下

来挣点零花钱觉得很兴奋$ 虽然工作很

累%工资很低 !但用这些钱能帮助家里

的弟弟妹妹上学 !我感觉值 + )说起往

事!张建宏的眼眶有点湿润$ 往日的辛

酸一瞬间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根

弦$

毕竟年龄小!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

扛水泥!时间久了!张建宏渐渐感觉吃不

消! 一天活干下来! 第二天总是不想起

床$ 无奈之下!他只好远走他乡!到南方

从事废品回收业务$

隔行如隔山! 废品回收生意也不是

谁都能做的$干了几年!张建宏深感里面

门道多!*水)很深$ 以回收废钢为例!如

果回收大量钢铁不能及时出手! 碰上钢

铁价格大跌!一年的辛苦就算白费了$从

事废品回收生意一段时间后! 张建宏只

得另谋出路$

当他感到走投无路时! 往日的同学

告诉他一个挣钱门路$为了表示诚意!同

学还专门带他到外地旅游一趟$回来后!

细心的张建宏发现! 同学所说的其实是

一个传销组织$而此时!他投入的大部分

资金已经很难收回$

对张建宏来说! 上天像是对他进行

了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的人生教育$

他的梦想是让家人过上丰衣足食的

生活!可挣来的钱却是杯水车薪$工作中

兢兢业业! 没想到到头来却被人骗光钱

财$ 一切重归于零! 张建宏只能重新再

来$

*那时的我可以说是跌落谷底!每日

都在自责中度过$我只能自己安慰自己!

不图挣多少钱! 只求增加阅历% 摸索经

验%寻找机遇!有舍才有得嘛+ )

现实如肥皂泡!一个个破灭$心中有

梦想的张建宏!并没有听从命运的摆布!

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创业中$

机遇"使他走向成功

在外漂泊数年%遍尝酸甜苦辣之后!

,#+#

年!张建宏返回周口!在他人的帮

助下 !干起酒水销售 %代理业务 $ 他相

信!从小做起!再少的利润积累起来!都

会有很大的价值$

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张建宏进行

了精心调研$ 结婚宴席% 生日宴席%迎

宾宴会%朋友小聚((都离不开酒$ 中

国自古有*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宴!无

酒不成欢 !无酒不成敬意 )的风俗 $ 为

了确保成功!张建宏专门研究过消费者

的心理$ 中国人讲究*面子)!有朋自远

方来 !当然要用好酒招待 $ 所以 !销售

中高端酒!是张建宏的主攻方向$ 为和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 )*洋河 )等

中高端酒代理商家搞好关系!他经常进

行实地考察!并以良好的信誉赢得大家

的信任 !拿到了一些名酒的地市级 *代

理权)$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年拼搏!

张建宏的事业终于得到长足发展!赚到

了足够的发展资金$

近年来 ! 互联网发展迅猛 !*互联

网
0

)成为传统企业最关注的话题$

具有前瞻性的张建宏深刻地认识

到!*互联网
0

) 购物模式将是未来生活

发展的一个重大变革方向 $ 利用互联

网!购物付款既方便又快捷 !是传统商

业模式不可比拟的$ 没有丝毫犹豫!张

建宏于
,#+,

年初着手将公司转型为电

商模式!以适应时代潮流$

,#+2

年底 !经过市场调研 !张建宏

发现!一些村级小卖部商品存在假冒伪

劣%过期%价格偏高的问题$ 此时!上级

有关部门提出 *豫代民购 )的口号 $ 如

何让优质产品*走进来)!让农村的农副

产品和剩余劳动力*走出去)!让农民充

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捷服务!同时实

现农产品订单生产!成为张建宏一直思

考的问题$

要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张建宏

想到了农村电商$经过和各商家积极联

系% 洽谈 !

,#+!

年
-

月 !*代民购 )

/,/

农村电商创业扶贫平台正式启动$

大浪淘沙始见金$电商作为新生事

物!在强力发展过程中 !不断进行自我

更新!以适应*优胜劣汰)的商业规则$

涉足电商!张建宏其实也在迎接新

的挑战$

创新"助他平台起飞

电商!是*互联网
0

)商业模式的产

物$

,#+$

年以来!我市电商产业呈井喷

式增长 $ 据统计 !当年 !我市电商企业

全年交易额突破百亿元大关!电商已成

为周口一张新名片$

把企业融入互联网!把电商做大做

强!是张建宏的强烈愿望$ 面对日新月

异的新技术% 新课题! 他不断思考%学

习!力求走在时代前沿$

不断壮大 ! 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

地$

,#+$

年对张建宏来说是繁忙的一

年 !他先后与淘宝 %苏宁易购 %同城易

购等大型电商平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使公司成为全市
.1

家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之一$

辛勤努力换来丰硕果实$

,#+$

年
"

月
+

日!河南建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等
$

家电商企业成为川汇区电

子商务服务中心首批入驻者 $ 一股互

联网拉动企业创富 % 人民增收的新风

潮!在周口大地全面掀起$

张建宏曾说! 他从小生长在农村!

深深理解父辈生活的不易$ 从小!他就

暗下决心!要通过不懈努力让父辈与乡

亲过上好日子 $ 所以 !现在 !他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 !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

作$

一次行动胜过百个计划$他是这样

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 如今 !他创建的

*代民购)

/,/

农村电商创业扶贫平台

在全市农村多处 *开花 )! *代民购 )

/,/

体验店也相继在我市各个乡村的

繁华地带开业$

*代民购 )制衣加工厂是公司旗下

的一个扶贫项目 ! 目前已在商水县张

庄乡 % 谭庄镇设立了多个类似的制衣

加工厂$ 此外!公司还在金海办事处党

庄村实施了 *代民购 )制衣加工厂扶贫

项目$

目前!公司有大批的订单和充足的

货源!可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

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线上大力发展业务!线下创业同时

进行$ 资源丰富!各种工作做起来也顺

风顺水$ *代民购) 线下实体店仅在商

水县已加盟
,#

余家! 形成了独特的经

营格局$

互联网 %创业 %扶贫 !是 *代民购 )

/,/

农村电子商务创业扶贫平台的三

大标签!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扶贫攻坚

的重要时刻!显得尤为醒目$

张建宏的创业故事足够精彩!相信

更多精彩仍将继续$

采访札记

在张建宏身上!最值得称道的就是

他的创业精神 & 面对挫折 ! 他没有气

馁! 而是越挫越勇& 对于创业者而言!

这样的精神很可贵&

创业成功的关键是眼光要好&张建

宏创立的'代民购$

/,/

农村电商创业

扶贫平台!是为农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

平台& 随着城市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从

城市到农村 !'代民购 $

/,/

农村电商

创业扶贫平台将帮助更多农民实现脱

贫致富!助力精准扶贫&

张建宏!发展农村电商 助力精准扶贫
!

记者 王吉城 马四新 文
3

图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记者昨日获

悉!本周*中原文化大舞台#将为广大戏

迷奉上由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

心演出的两场越调$

"

月
-

日
+"

时
2#

分上演的是河南

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编的大型

越调现代戏.花开 花落 花香/$ 该剧发

生在上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初!讲述

了少女春玲用其幼嫩的肩膀担起家庭

的重担!谱写了一曲大孝大爱的颂歌$

"

月
"

日晚演出的是河南省越调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倾心打造的大型越

调传统三国历史剧目 $ 该剧讲述了刘

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 发兵攻打东吴!

后大败!导致蜀国陷入危险境地$ 关键

时刻! 诸葛亮肩负起蜀国的中兴大业!

谱写了一曲勇于担当 % 可歌可泣的赞

歌$

"本周原计划演出的是两场豫剧 !

因一些特殊情况!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变更为目前的演出剧目!给广大观众带

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河南省越调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

年度 "中原文化大舞台 )活动将于本月

底结束!喜欢戏曲的市民切勿错过本次

演出$

!!!!!!-

月
,!

日!骄阳似火!热浪袭人$

一到商水县张庄乡大郭庄村贫困

户郭国庆家!赵先功顾不上擦汗!关切

地问道0*最近身体怎么样1 家里还有

什么困难1 )

*身体好着呢+ 赵书记!感谢你的

惦记$ ) 拄着拐杖的郭国庆红着眼圈

说$

今年
!1

岁的郭国庆和妻子二人

因病造成腿脚不便! 唯一的儿子常年

在外打工! 两个孙子则跟着爷爷奶奶

留在家里!生活困难$

赵先功是河南省漯周界高速公路

公司派驻到大郭庄村的 *第一书记)!

今年
!2

岁!别看他在驻村*第一书记)

中年龄偏大!但干起工作来!丝毫不比

年轻人差$

驻村两年来! 赵先功经常到困难

群众家中走访! 对村里每家每户的基

本情况都熟稔于心%了如指掌$

,#+!

年

++

月! 天气转冷! 看到村里的 *五护

员)夜间巡逻十分辛苦!他便动员公司

员工捐款捐物 !为
+#

名 *五护员 )%

+!

名留守老人购买了军大衣和棉衣棉裤

等$ 临近春节时!他又为村里
!#

名小

学生每人发放一件羽绒服和一个文具

大礼包!并为
+-

名困难群众和老党员

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等$ 村民郭

振元说0*赵书记雪中送炭! 让我们感

动极了$ )

村里街道挖下水道! 安装排水管

道需要
,

万元资金! 这可难住了村干

部$ 赵先功一拍胸脯说0*办法总比困

难多!这事我来解决+ )最终!他从公司

*拉)回了
,

万元赞助$ 工程动工了!看

到村民们脸上洋溢的幸福! 赵先功也

笑了$

建一个农民健身文化广场! 是大

郭庄村民多年的愿望$经过努力!项目

*跑)来了!场地却不知道该选在哪$在

一次走访中! 赵先功看到村里有两个

废弃坑塘!兴奋地大喊0*填坑造地$ )

然而!很快!他又陷入了迷茫0*填坑需

要资金!钱从哪来1 )再三思量后!赵先

功找到了在厦门做建材生意的朱新

志! 并说服他以土地租赁的方式进行

投资$ 目前!废弃坑塘已基本填平!村

医疗室已经建成! 文化广场正在紧锣

密鼓地建设中$ 村里的老党员李广激

动地说0*村民们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

了!这一切多亏了赵书记啊+ )

在一次外出考察时! 赵先功了解

到种植双孢菇效益十分可观! 便产生

了动员村民们种植双孢菇的想法$ 在

他的宣传下! 在外打工多年的年轻小

伙李帅成了村里第一个 *吃螃蟹 )的

人$ 找场地%跑贷款%找销路((赵先

功当起了*领路人)$

,#+$

年!李帅投资

,!

万元建起了双孢菇培育大棚! 当年

就收回了成本!并安排了村里
,#

多名

贫困群众到大棚里上班$今年!李帅又

建起了两个双孢菇培育大棚$

如今! 大郭庄村群众的幸福指数

正在显著提升0路修通了!自来水用上

了!生活用电升级改造了!医疗室建成

了!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

在村民眼中! 赵先功就是他们村

的*荣誉村民)$

赵先功!大郭庄村的"荣誉村民#

!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刘飞 魏红

本周"中原文化大舞台$上演越调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月
$

日!

一部以中原根文化为主题的大型电视

专题片.老家河南 /开机仪式在淮阳太

昊陵景区举行$

.老家河南/ 是在省委宣传部的支

持下!由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和河南

大象融媒体集团联合打造的$ 它以中原

文化形成%演变 %传承 %发展为主线 !从

丰富的人文资源中聚焦具有标志性%代

表性%源头性的文化符号 !汲取各地经

济 % 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特色和成

就! 选择适合影视艺术表达的题材!挖

掘华夏文化之源% 探访世界华人之根%

梳理文化传承之脉 % 彰显文化自信之

魂%展示中原景物之美 %传播中原崛起

之光$

开机仪式结束后 !第一期 .飞龙在

天222掠过淮阳的历史长空 / 正式开

拍$

据了解 !.老家河南 /拍摄 %制作完

成后!将通过香港卫视亚太
!

号%亚太
$

号%亚太
1

号三颗卫星向全球
+!#

多个

国家和地区播出!并通过大象融媒旗下

全媒体平台在国内全方位传播$

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朱鸿 通讯员

张本宝 安稳-

"

月
!

日! 中国下一代教

育基金会%广东省惠州市宏翔建材实业

有限公司 *智能安全学生证 )公益捐赠

仪式在郸城县教体局举行$ 广东省惠州

市宏翔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刘

红现场捐助
+#

万元现金和
,$##

部 *智

能安全学生证)$

捐赠现场!郝刘红表示!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今后!他将一如既往地关注

郸城教育%关注学生们的健康成长$ 同

时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努力使自己成

为德%智 %体 %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

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报效祖国$

郸城县有关领导对中国下一代教

育基金会和广东省惠州市宏翔建材实

业有限公司对郸城教育的关注关心表

示感谢 !称赞郝刘红不忘家乡 %情系教

育的情怀是值得大家学习的!鼓励广大

学生要努力学习 %好好生活 !以优异的

成绩回报社会$

*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刻

苦学习!争取早日成才!回报家乡!将爱

心传递下去$ )郸城县第二实验中学学

生鲁俊代表受助学生作了发言$

郝刘红 !郸城县汲水乡人 !早年外

出打拼!事业有成后!不忘家乡!热心公

益事业!关心家乡教育$

%老家河南&淮阳开机

郝刘红!情系桑梓 捐资助学
'以前办事都要跑上好几趟!现在

服务大厅都有办事流程图! 办事又快

又方便& $昨日!正在商水县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老兵退休申办手续的巴村镇

上城村村民朱国旗开心地说& 今年以

来!该县纪委积极开展'四化三查$活

动!把全县各职能部门(站所)的法定

权力列入'权力清单$!并制定权力运

行流程图!让干部'依图用权$%让群众

'看图办事$!并承诺限时办结制!受到

群众的欢迎*

刘飞 李前进 摄

张建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