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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陈海刚!

+"-+

年
+#

月出生!沈丘县

老城镇人" 现任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凯旺电子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口市人大代表#周口市工

商联副主席#深圳沈丘商会会长"曾先后

被授予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家#

周口市创业标兵# 周口市希望工程爱心

个人#周口市十大杰出青年#周口市优秀

创新型企业家# 沈丘县慈善工作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在陈海刚的培育下!凯旺

电子已经成为全国就业先进企业# 全国

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河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河南省

节能减排示范企业#河南省诚信
.

级企

业"

走进凯旺电子! 宛如进入一个环境

优美的居民小区" 绿树#鲜花#假山#喷

泉!十余幢生产楼排列整齐!

/##

多套新

公寓拔地而起!

,###

多平方米的职工餐

厅干净整洁"

-

月
+0

日!在陈海刚的陪

同下 ! 记者到生产车间一探究竟 " 在

/###

多平方米的电子产品实验室内!科

研人员正在认真地做着各种实验" 自动

生产车间内! 工业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将

产品整理打包"在这里!记者感受到的是

科技的力量与魅力"

来到凯旺电子公司大厅! 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奇石异木#文房墨宝!充满了文

化气息" 沈丘籍著名书法家郑长安的楷

体书法令大厅增色不少! 而陈海刚则用

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书写着自己的创业传

奇"

南下深圳 追寻梦想

$

+"-"

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

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

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

山%%&

+"-"

年春天 !春潮涌动 !万象

复苏 " 中国南方 ! 深圳成为了开放之

城#神奇之城"

$

+"-"

年!我才
1

岁" 真的没想到!

这座神奇的城市会和我结下不解之缘"&

陈海刚回忆说'$家在农村的我! 总梦想

家里人#村里人能快点富起来"

,#

岁时!

我还生活在农村! 记忆中能吃上商品粮

仍是那个时代人们最大的追求" 梦想终

归是梦想!对我来说!吃上商品粮真的很

难%%&

,#

岁!对一个男人来说 !标志着从

稚嫩走向成熟"那年!没能吃上商品粮的

陈海刚决定到深圳找事干"

,##

元! 是陈海刚最初南下深圳的

所有盘缠"那时候没有高铁!更谈不上坐

飞机! 他必须坐火车到广州再转道去深

圳" 当坐上火车的那一刻! 陈海刚就明

白!这一去意味着什么!要么从此改变命

运!要么重新回到田间" 所以!他必须成

功!否则如何回来见乡亲父老(

在亲戚的帮助下! 陈海刚到富士康

在深圳的一个工厂当起了$黑领&"

说起往事! 陈海刚幽默地说'$我那

时不但是)黑领*!还是)黑手*"经常在工

厂车间搞自动化!修机器#修设备!手上

整天黑乎乎的" 看着那些蓝领#白领#金

领!我就想!我能干到啥领呢( &

在富士康的生产车间! 陈海刚一待

就是
!

年"

+""$

年!富士康的一些部门

要搬到江苏昆山! 他所在的部门也在搬

迁之列"昆山只是江苏的一个小镇!陈海

刚犹豫了!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留下来

$单干&"

当时!深圳处于高速发展期!各种先

进科技#资金资本#前沿事物疯狂涌向这

里"电脑刚刚兴起!$电脑教室&作为新鲜

事物!在深圳各大#中#小学校迅速流行

起来"学校需要大量电脑设备!商业嗅觉

敏锐的陈海刚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开始

从事电子产品贸易!挣到人生中的$第一

桶金&"

事业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对商业伙

伴的信任!一次!他在没有收到货款的情

况下! 把价值
+#

万元的设备发出去!对

方公司老板却突然$人间蒸发&" 陈海刚

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一下子化为乌有" 无

奈!他只好从头再来"

为节省每一分钱! 开始创业的前三

年里!无论深圳的天气如何潮湿炎热!陈

海刚都不舍得买空调!他一直在忍耐#在

等待%%

不忘初心 返乡投资

又是一个春天!

+"""

年! 深圳放开

投资限制! 允许暂住人口在特区建厂办

企业"

这一消息让忍耐已久# 等待已久的

陈海刚激动不已"

于是! 陈海刚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

所有手续! 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凯旺电子

有限公司!生产电脑连接线#通讯设备线

缆#监控设备连接线等"

曾经的失误! 让陈海刚明白一个道

理+++跟随强者自己就会变强! 跟随弱

者自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从此!他秉持

这个经营理念! 寻找行业内实力强大者

开展合作"

创业第二年! 中兴通讯进入陈海刚

的视野"中兴通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

上市公司之一" 如果能成为中兴通讯的

供应商!无异于叩开了成功大门"

$当时!中兴通讯需要解决远距离视

频传输问题!用其他公司的连接线!效果

一直不太理想"这时!我和公司研发人员

主动上门联系!经过努力!帮助中兴通讯

解决了这一问题"于是!我们成为中兴通

讯的长期供应商"从开始到现在快
+1

年

了!合作一直很顺利"&说起中兴通讯!陈

海刚有说不完的话'$从中兴通讯最初推

出的小灵通!到
,2

#

/2

#

02

!直到现在的

!2

产品!一系列产品都见证了我们的合

作历程" &

牵手中兴通讯后! 陈海刚的事业取

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继中兴通讯之后!

韩国三星#海康威视#霍尼韦尔#大华股

份#苏州科达#天地伟业等国际#国内知

名企业相继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

,##"

年初!陈海刚在家乡招商引资

政策的感召下! 响应沈丘县委# 县政府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号召!于
,##"

年

++

月在沈丘县产业集聚区创建河南凯

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经营

范围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包括计算

机#通讯#消费电子#安防#新能源#轨道

交通#工业自动化应用等领域"

目前!凯旺电子为全球
+#

大品牌安

防厂商中的
$

家提供产品和服务! 成为

全球安防企业品牌厂商高度信赖的战略

合作伙伴"

做大做强 力争上市

陈海刚不但自己做对社会负责任的

人! 还要求公司员工尽自己的能力回报

社会" 于是!陈海刚带领$凯旺人&!秉承

$创新#求知#诚信#团结&的经营理念!以

$为员工创造机会!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

社会创造效益& 为宗旨! 为改变家乡面

貌#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 为提高竞

争力! 凯旺电子与大唐电信开展深入合

作! 成立了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凯旺科技博士后分站!现

有研发人员
-#

人! 建设有先进的实验

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项专利!其中

发明专利
+0

项"

当年! 陈海刚到深圳只能给自己找

事干,如今!回到家乡!他想得更多的是

为家乡人多做点事"在他的带领下!公司

积极参与家乡每年的$金秋助学&圆梦行

动!资助贫困大学生圆大学梦,在沈丘县

"

个乡镇建立
+-

家扶贫加工厂 ! 带动

1##

多人就业" 为响应上级精准扶贫号

召!陈海刚还主动帮扶周边乡镇的
+!#-

户贫困户"

自
,#+#

年投产以来!河南凯旺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销售额# 纳税额以

/#3

的速度持续增长! 成为当地有名的

纳税大户" 对此!陈海刚并不满足!他谦

虚地说'$

,#+$

年公司产值达
04+

亿元!

今年的目标是
!4/

亿元! 但和安防市场

每年
!###

亿元的市场份额相比!这只是

九牛一毛" &

在公司展厅! 凯旺电子展出了新产

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陈海刚自信

地说'$目前! 国内几个大城市已装备了

凯旺的充电桩!建起了公交车充电站"除

了安防市场! 新能源领域也是我们的开

发重点"凯旺电子发展格局明朗!深圳公

司#杭州公司作为研发中心!周口公司作

为生产中心"企业比的是什么!其实就是

创新力" 做世界的凯旺- 我有能力!也有

信心-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陈海刚还有更高的目标"据他介绍!凯旺

电子已于
,#+$

年
+,

月
,$

日上报河南

省证监局辅导备案!计划于
,#+-

年下半

年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567

上市材料!目

前各项工作正按照标准要求!积极规范!

稳步推进%%

不久的将来! 凯旺电子就会出现在

中国的股票市场上"

采访札记

对于陈海刚的成功! 有人认为那是

深圳特区的馈赠#是改革开放的机遇!却

不知道他背后的付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著名学者王国维形

容成大事业者必须经历的三种境界!用

在陈海刚的创业经历上恰如其分! 他不

就是在最初忍受孤独# 中途顽强坚持后

最终获得成功的吗' 所以!追寻梦想!就

是不断攀登#突破自我的过程"

陈海刚!有能力有信心做世界的凯旺
!

记者 王吉城 马四新 文
8

图

陈海刚

我市发布"中秋#国庆期间
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 $

本报讯 .记者 吴继峰/

"

月
,#

日 !在中秋 #国庆 $双节 &来临之际 !

市价格监督检查局发布了0中秋#国

庆期间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1(以下

简称)告诫函*+!进一步加强节日期

间市场价格监管! 防止出现各类价

格违法行为"

0告诫函1指出!各经营者应严格

遵守0价格法10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

明码标价的规定10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10反价格垄断规定1等价格

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切实加强

价格自律管理,同时!要遵循公平#合

法#诚实守信的定价原则!为消费者

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0告诫函1要求!各经营者要做好

明码标价#价格公示工作!杜绝价格

欺诈行为!严格执行国家相关价格收

费政策" 各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经营

者应做到商品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

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

示醒目,$双节 &促销活动中!不得虚

假打折#虚构原价!不得利用虚假或

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欺骗#诱导消

费者! 不得趁节日消费高峰串通涨

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及散布涨

价谣言" 各客运公司#车站#高速公路

收费站#停车场要做好价格公示工作"

各客运公司#车站要严格执行票价政

策!不得强制搭售保险,高速公路收

费站不得违反关于运送鲜活农产品

减免通行费以及节假日小型客车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的相关规定,各停车

场要严格按照标明的价格收取停车

费!不得趁节日出行高峰乱加价" 各

旅行社# 旅游景点要做好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公示工作" 各旅行社不得以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进行宣

传!不得擅自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

务标准,各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应严

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优惠

减免措施!不得乱加价#乱收费" 各餐

饮业#旅馆业#洗车场#美容美发场所

等服务行业的经营者在节日期间应

履行价格承诺!不得随意涨价!价格

如有变动!应提前公示告知消费者"

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负责人表示!

对存在上述行为且经提醒告诫仍未

整改的!将根据实际情况按照0价格

法1 和 0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1依法进行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

给予曝光" 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广

大市民可拨打
+,/!1

举报电话进行

投诉"

本周%中原文化大舞台&上演豫剧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记者昨日获悉!

本周$中原文化大舞台&将上演由平顶山市

戏剧研究中心豫剧院演出的两场豫剧"

"

月
,,

日
+"

时
0#

分在申凤梅艺术中

心上演的是豫剧0当代孝子1" 该剧是根据

真实故事改编的! 讲述了青年学子张长昀

在长春某大学读书期间!其母突患重病!在

求学与奉孝的两难选择中! 张长昀毅然用

三轮车把母亲拉到长春!一边求学!一边打

工挣钱为母亲看病!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

示了$母慈子孝&的优良传统"

"

月
,/

日晚演出的是豫剧 0绣花女传

奇1" 该剧讲述的是南宋年间!绣花姑娘柳明

月忍辱负重#收养忠良之后的故事"

豫剧起源于河南! 是中国五大戏曲剧

种之一#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以唱腔

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

韵味醇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

人物内心情感著称! 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

广受各界人士欢迎"

据介绍!

,#+-

年度 $中原文化大舞台&

活动自
!

月中旬开始以来! 已在申凤梅艺

术中心演出
00

场!包括豫剧#曲剧#越调#

杂技#童话剧#音乐会#交响合唱等节目"

市消协发布%双节&消费警示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国庆#中秋$双

节 &即将到来 !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 #

理性消费!避免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昨日!市消协发布$双节&消费警示!提醒

广大消费者节日消费需谨慎"

网购重信誉" 随着网上购物的日益

火爆!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选择在网上购物! 但是由于网购交

换方式的特殊性!隐含了诸多风险!消费

者要引起重视" 市消协提醒!在网络购物

时!消费者应选择规模大#信誉好的专业

电商网站!充分参考卖方交易次数#个人

信用度#网友留言等重要信息,保存网上

商品交易图片以及聊天记录等资料 !并

索取有效购物凭证或发票! 以备发生消

费纠纷时合理维权, 在收到的商品出现

问题#且无法与商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及时向电商企业平台投诉! 若纠纷仍不

能协商解决!可向有关部门和消费者协会

投诉"

外出旅游签合同"今年!国庆#中秋相

逢!假期时间充足!适合消费者外出旅行"

为防止旅游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市

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外出旅游之前要

慎选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切不可贪图

便宜贸然参加低价旅游团"

(线索提供,赵曼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