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饶市

“

五一

”

劳动奖章获得

者

、

横峰县华荟箱包公司董事长

刘福生

，

在浙江义乌打拼多年

，

创

业有成后不忘回报家乡

，

在横峰

创办箱包加工企业

，

帮助家乡人

以及贫困户就业

，

把企业办成了

扶贫车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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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

12

月

3

日

上午， 市政协召开第

21

次主席会

议。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建平主

持会议并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程观

焰、万冬梅、张晓洪、余忠效、张保

卫、毛敏珍，市政协秘书长徐有林出

席会议； 市政协副厅级干部姜松阳

列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市政协四届四次全

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初稿、 提案工作

报告初稿； 听取了市政协四届四次

全会大会发言征集情况汇报、 全会

大会筹备领导及工作机构汇报；听

取了文史资料编辑有关情况汇报。

程建平指出， 政协全会是政协

工作的开场戏、重头戏、精彩戏。 大

会发言材料和提案工作是展示政协

形象、体现政协参政议政水平、提升

政协机关和专委会工作能力的重要

窗口、重要场合、重要平台。 要提高

思想认识， 将政协全会作为当前大

事来抓， 全力以赴做好大会发言材

料及提案工作；要深入调查研究，聚

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扣保障和

改善民生， 切实提高大会发言材料

和提案工作质量； 要严格落实时间

节点，坚持质效兼取，确保四届四次

全会圆满召开， 为助推上饶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献计出力。

会上， 部分参会人员围绕大会

发言材料及提案撰写工作进行了讨

论交流，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程建平

强调，要精心筹备，在方案细节、材

料准备、宣传工作、会议安全保障及

会风会纪监督等方面严格要求，细

致筹划，全力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

协调联动，强化责任意识，把责任落

到实处、把任务落实到现场、把细节

落实到各个环节，形成合力，确保大

会圆满成功。

12

月初，记者来到横峰县葛源镇

华荟箱包厂， 只见一辆大卡车停在厂

门口， 几位装卸工人卸下箱包加工的

原料后， 又把加工好的箱包成品装上

车。刘福生告诉记者，这些货是拉到浙

江义乌去的，其中网络销售

70%

，外贸

销售

30%

，每天产量有

5

万多个包。

刘福生做了

20

年的箱包加工，

一直保持产销两旺的好势头，虽然利

润低，但是销路稳定，得益于产品适

销对路，物美价廉。

2008

年

1

月，刘

福生响应横峰县委、县政府返乡创业

的号召，回到家乡葛源镇创办横峰县

华荟箱包有限公司，招收大批家乡人

务工。“当我了解到家乡很多人在外打

工，远离家乡打工困难，所以就有了在

家乡办厂的念头， 让他们在家门口能

赚到钱，带着小孩，又照顾到老人。 ”刘

福生对此有着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真实

的想法，他也坚持这样做了。

刘福生优先录用家庭条件困难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这些贫困户

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安排相应的岗位，

让这些贫困户能够通过自己力所能

及的劳动获得薪酬，并根据贫困户的

家庭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生活补贴。葛

源镇贫困户许平荣夫妻没有劳动技

能而致贫，刘福生的箱包厂办到家门

口后，他们被安排在剪线头、装包这

样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夫妻俩每年

不但共有

6

万元左右的收入，而且还

可以照顾到家务。 去年，他们家里还

盖起了新房。

横峰县葛源镇蔡村村贫困户许

平荣告诉记者，他今年

61

岁了，下田

腿又不能浸水，就到厂里干活，夫妻

两人平均每天可以拿到

100

元钱。像

许平荣夫妻俩一样在刘福生企业扶

贫岗位就业的有

100

多户贫困户，月

工资在

3000

元以上， 多的每月能拿

到四五千元，刘福生的企业被列为就

业扶贫车间。

在抓产品更新的同时，刘福生将

电子商务与实体店相结合，大大拓宽

了销售渠道。 随着市场需求扩大，今

年又在横峰经开区租用闲置厂房办

起新的车间，今年

9

月投产，增加了

就业和扶贫岗位。

刘福生说，公司的发展得益于县

里和镇里给予的支持和帮助，目前公

司员工有

500

多人，一年发放工资总

共要

2000

多万元。 他还介绍了下一

步的打算，准备在当地工业园区再建

一个标准化的厂房，这样就可以提高

企业的档次和质量，让贫困人员长期

有事做，有稳定的收入。

（记者

王调翁

）

劳模美

劳动美

工匠美

本报讯

（记者

夏濛

）近日，由

上饶师范学院、 方志敏干部学院

联合编写， 上饶师院党委书记朱

寅健作序，党委副书记、方志敏研

究中心主任刘国云教授主编的

《方志敏精神》一书，由江西人民

出版社正式出版。

今年

5

月

28

日，该校党委印

发《上饶师范学院创新推进方志

敏精神育人工作系统化常态化长

效化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扎实

推进方志敏精神进教材、进课堂、

进师生头脑“三进”工作，《方志敏

精神》 这本教材就是学校方志敏

研究中心根据校党委的要求组织

编写的。 全书共

27

万字，主体部

分分为八章，即方志敏生平事迹、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方志敏

的爱国精神、方志敏的清贫精神、

方志敏的创造精神、 方志敏的奉

献精神、方志敏的理想信念、方志

敏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本报讯

12

月

4

日， 婺源县

紫阳镇坑口村委会石枧村河滩

边，

20

多只中华秋沙鸭聚集在此

栖息越冬，数量之多为全国罕见。

据了解， 中华秋沙鸭为鸭科

秋沙鸭属的鸟类， 俗名鳞胁秋沙

鸭， 是我国的特有物种。 其分布

区域十分狭窄， 数量也是极其稀

少， 全球目前仅存不足

1000

只，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华秋沙

鸭在我国广有越冬记录， 但分布

点零散，且多为小群或零星个体，

很少在同一地见到

10

只以上的

个体记录。（

单长华

）

市政协部署

四届四次全会筹备工作

身边好人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记者从中

央文明办主办、 中国文明网承办的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2018

年

12

月网络投票评议上获悉，德兴

市的李火根被推选为

2018

年

12

月

“中国好人榜”孝老爱亲类候选人。

在德兴市万村乡墩上村， 提起

李先水父子， 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

指。 从

15

岁到

65

岁， 从父亲到儿

子，李先水父子“接力”照顾智障村

民李古桂已经整整

50

年，被街坊邻

里传为佳话。

1952

年，李先水在外乡

见到了刚刚离婚不久的李古桂的母

亲，见其相貌人品均还不错，便将其

介绍给同村青年李章半， 也就是李

古桂的父亲。 第二年，李古桂来到人

世间。“听父亲说，李古桂生下来的

时候是正常的，两三岁的时候，持续

发高烧，得了脑膜炎，智力也因此受

到影响。 ”李先水的儿子李火根说。

1968

年，李章半逝世，李古桂的

母亲也一病不起， 李先水便将李古

桂接到自家来养， 这一养， 就是

50

年。 李古桂的到来，让这个本就一贫

如洗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古桂能

听懂，但表达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力

气，只能干些放牛、锄草等基本的农

活。 ”李火根回忆说，李古桂刚来的

那十来年是家里最苦的时候， 一家

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便如此，

父亲也从来没有动过要把李古桂赶

回去的念头。

1982

年的一天， 李先水对李火

根说，自己年纪大了，希望他能接过

照顾李古桂的担子。“古桂就是我的

弟弟，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李火根

向父亲承诺。“古桂，夏天气温高，蜂

箱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可以加

空箱、搭凉棚，也可以把蜂箱搬到树

荫底下，记住没有？ ”晚饭前，李火根

带着李古桂在后院里剥青豆， 看着

沿墙脚摆放的蜂箱， 忍不住把中午

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教李古桂养蜂挣钱， 李火根在

十多年前就曾想过， 只是每次看到

李古桂在蜂箱前的惊恐状， 他又放

弃了。 今年初，驻村第一书记汪淑华

找到李火根， 说准备给他再添置一

些蜂箱，希望他能教李古桂养蜂，帮

助李古桂脱贫。 分箱、 除虫、 割蜜

……李火根把自己掌握的养蜂技术

反复说给李古桂听， 一遍又一遍演

示给李古桂看。

“您放心，如果您先走了，我们

会接过您的担子， 一直赡养古桂叔

叔到百年。 ”李火根的女婿付昌幼看

出了岳父的担心， 表明了自己的态

度。 对李先水父子和他们的家人来

说，李古桂与他们虽然没有血缘，但

却早已融入血液。

李火根入围

12月“中国好人榜”候选名单

刘福生：创业有成后不忘回报家乡

高校教材

《方志敏精神》

正式出版

中华秋沙鸭

飞抵婺源越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