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水纺织企业!掘金"阿拉伯市场

紧贴市场脉 老树发新芽

!

记者 岳建辉 李凤霞

本报讯
!"

月
"#

日! 商水县景富织物

有限公司的一批朝拜巾装船发往迪拜!自

去年取得自营出口权后! 中东市场成为景

富公司重点出口市场之一! 该公司计划在

迪拜设立朝拜巾展示和物流中心! 进一步

拓展阿拉伯市场"

商水是棉花种植大县!棉花及再生棉购

销经营户达
$%%%

多人! 年贩运棉花及再生

棉
!&

万多吨! 棉花贩运业催生了纺织企业

的快速发展" 上世纪
'%

年代前后!个体#民

营资本开始进入纺织行业!一些有眼光的经

营者率先办起民营纺织企业!从经营原棉转

向纺织生产!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扩张"

轻点鼠标!刷新微信!发发传真" 这就

是商水县提花织物厂$掌门人%翟国军每天

的生活" 打个电话!原料有人送!发发传真!

接下订单!产品发到海关后!微信告知" 翟

国库告诉记者! 他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

打了
(%

多年!每天的工作$格式化%"提花织

物厂主要生产伊斯兰教徒朝拜用品朝拜巾

等产品!前些年是零星生产!

"%%)

年开始大

批量生产!通过安徽#河南#山东等省的外

贸公司出口到沙特#伊朗等阿拉伯国家" 据

了解! 商水县提花织物厂是商水县生产出

口朝拜巾较早的企业之一!丰富的市场经验

加上过硬的生产工艺
*

使翟国库在纺织行业

驾轻就熟!今年!企业销售收入达
"%%%

多万

元!企业发展迎来$第二春%"

商水县景富织物有限公司是该县又一

个规模生产朝拜巾的企业"他们紧盯市场风

向!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以利润倒推的方式

选择成本最低#效益最佳的生产模式和经营

模式!使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这几年

国际贸易的波动!出口风险在增加!为规避

企业风险! 去年在县政府的帮助支持下!我

们取得了自营出口权!出口货物的货款直接

汇入企业账户! 不但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减

少了资金风险!还节省了经营费用"%商水县

景富织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志伟说"

强烈的机遇意识!加上抱团发展#质优

价廉等优势!商水棉纺企业生产的朝拜巾以

超常规的速度!迅速抢占阿拉伯市场" 到今

年年底! 商水县纺织业从业人员达
!

万多

人!拥有纺织企业
+#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

家! 主导产品朝拜巾出口非洲# 中东地

区" 据初步统计!

"%!(

年全县纺织企业生产

总值可望突破
(

亿元"商水县正发挥朝拜巾

生产的集聚优势!依托纺织服装商会#纺织

产业园!全力打造$中国&中原第一朝拜巾生

产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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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作品获奖

!文明伴我行"共筑中国梦#主题征文活动落幕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我市举行

了 $文昌杯%$文明伴我行&共筑中国梦 %

主题征文活动颁奖典礼"此次征文活动共

评选出获奖作品
((&

篇! 优秀组织奖
!!

个"

据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征文活

动从
!!

月
!"

日开始到
!#

月
!"

日结束!

共收到应征作品
!%%%

余篇" 不少应征者

以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 !讲述了身边

的好人好事! 讲述了自己心中的中国梦!

表达了建设周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颁奖典礼上!周口文昌中学的师生

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涉案警察被批捕

!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

!"

月
$%

日凌晨!太原市检

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准逮捕了涉案

民警王某" 目前!案件侦查工作仍在依法

进行中" %

!"

月
$%

日上午!在医院接受治

疗的王友志表示!知道这个消息后 !他稍

感安慰!但他及家人仍在等待周秀云的死

因调查结果"

新华网报道显示!太原市公安局纪检

监察#督察部门在案发后及时启动了调查

机制!对涉案人员和违反公安机关纪律的

民警停止执行职务或禁闭!对涉嫌犯罪的

民警将移交检察机关查处" 太原市小店区

检察院围绕周秀云死亡和王友志控告公

安民警在派出所殴打致其肋骨骨折问题!

先后询问了派出所民警# 农民工 #$龙瑞

苑%工地保安等相关人员
""

人!调取了医

疗部门救治记录资料!调取和分析了执法

记录仪#$龙瑞苑%工程项目部监控视频资

料!组织了辨认!并走访了附近群众!已获

取'涉案民警(部分违法犯罪证据" 据此!

太原市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准逮

捕了涉案民警王某"

对于事态的最新进展!王友志及其亲

属表示违法者受到批捕! 他们稍感安慰!

但是他们仍在焦急等待周秀云的死因调

查结果" 参与并协调处理相关事宜的一名

郸城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当地多家部门

成立的工作组人员正积极调查事情的来

龙去脉! 他相信工作组会依法# 严谨#快

速#公正处理此事!他将代表郸城方面全

力配合#协助调查!最终还死者和伤者一

个公道!还社会一个公道"

追踪 !周口女民工讨薪被太原民警打死"

商水武僧珠海创办!武功团"多国巡演

以武为媒 广结善缘

!

晚报记者 马治卫 文
2

图

在远离城市喧嚣!山清水秀#竹木蓊郁

的珠海竹仙洞公园!一帮少林弟子常年在此

潜心练功!而这群少林弟子的师傅正是商水

籍武僧释延振" 近年来!释延振以武为媒广

结善缘!创办了$少林寺武术训练基地武功

团%'简称$武功团%(!先后赴美国等
"%

多个

国家和地区巡演!赢得好评如潮"$叶落终要

归根! 我以后要把精力用在帮助父老乡亲

上!为家乡多做公益事" %日前!返乡接受记

者采访时!释延振说"

释延振原名雷振江!是商水县汤庄乡雷

坡村人"小时候!怀着对武术的崇敬!他来到

嵩山少林寺习武! 成为少林寺第三十四代

$延%字辈武僧!法名释延振"还俗后!为弘扬

少林武术!释延振在珠海创办了$少林寺武

术训练基地武功团%!传播少林禅武文化"

释延振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慈祥!眉宇

间透露着一股豪气" 释延振介绍!他创办的

$武功团%自成立以来!先后出访过美国#加

拿大#英国#法国#瑞典#日本#泰国#比利时

及港#澳#台等
"%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多

位国家领导及知名人士的接见"

释延振透露!为研习心理学#国学等传

统文化!他走遍全国的名山大川"同时!以武

为媒广结善缘!多次参加)百善孝为先!百姓

大舞台*等慈善义演及探望孤寡老人!走到

哪里就把慈善的种子播种到哪里" $叶落终

要归根的!我出生在商水这片土地上!这里

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亲人" 目前!经不断探

索!通过医武结合!我独创了一套反阿是穴

疗法!对治疗中风#偏瘫等有特效!我将用此

疗法免费为乡亲看病" 以后!我会把主要精

力用在帮助父老乡亲上!为家乡的发展多做

些公益事" %释延振在采访中恳切地说"

释延振#中$在俄罗斯巡演时留影

!

晚报记者 张燕 文
3

图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 团市委主

办的周口市网络文明青年志愿者誓师大

会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各县市区团委书

记#宣传部长 !市直团干部及团员青年代

表约
'%%

人宣誓捍卫网络文明!如图""

$驱逐网络 +雾霾 ,!让青少年在干净

文明的网络空间里健康成长是我们服务

青少年的重要工作"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近些年!我们组建了网络评论员#

网络宣传员等队伍!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阻断不良言论的传播" %此外!他们还利用

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媒体平台!用青少年

熟悉的话语体系和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

开展各种活动!用理性和真情与青少年进

行正面交流" 捍卫网络文明!需要志愿者

积极参与" 此次誓师大会就是要凝聚众多

青年志愿者的力量!鼓励他们履行社会责

任!巩固网络阵地!传播社会正能量"

誓师大会上! 有关人员向广大团员青

年宣读了$清朗网络&青年力量%的倡议书"

誓师大会后 !这些团员青年还接受了 )网

络舆情引导反击经验与实战方法*培训"

'%%!"#$%&'()*+,-.

驱逐网络!雾霾# 传播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