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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不褪色，好男儿要搏一把

年轻的潘维伍，怀着忠诚与梦想跨
进军营的大门，在消防兵这一岗位上一
干就是25年，部队大熔炉给予他的是
智慧、勇气、自信和开阔的胸襟。在部
队里，他一次次奋不顾身冲入火海，保
障了无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04
年，已入不惑之年的潘维伍依旧对人
生、事业抱有太多憧憬，毅然用转业费
投资创立了华腾消防企业。用他的话
说，“我喜欢直面未知的挑战。”

创业之初，潘维伍整天跑市场、
进工地、做调研，吃住都在简陋的办
公室里，他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进了
企业，用雷厉风行的作风经营企业，
用敢于拼搏的精神开拓市场，用诚实
守信的品格实现对客户的承诺。

当年无锡最大的外资项目海力
士就是最好的例证。海力士项目是
华腾企业的“头彩”，回想起这个从全
国强大的20多个竞争对手手中“抢”
来的工程，潘维伍十分感慨。当初，
为满足整体工程需要，潘维伍硬是将
工期从2年缩短至260天。他日夜坚
守在工地上指挥，争分夺秒抢抓工程
进度。在潘维伍的全程参与及指导
服务下，无锡发展史上最大的IT产业
项目一次性通过了消防部门的验收，
如期投入生产。

创业十多年来，潘维伍带领着他
的团队奋力拼搏、勇于创新，把一个

只有60万元注册资金的中介服务机
构，发展成为一个集生产、安装、检测
于一体，拥有5家经济实体的综合性消
防企业，积累了上亿元固定资产，历年
来累计完成各类营销收入12个亿，上
缴税收1个多亿，成为苏南地区消防技
术服务行业中的佼佼者，为打造平安
无锡、造福一方百姓作出了贡献。

做企业讲诚信，安全责任高于天

潘维伍常说：“我们做的是消防
产品，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责任
高于天，一点都马虎不得。”在工作
中，潘维伍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
风，他要求公司员工牢牢树立起“消
防无小事”的观念，严格守住“法律、
道德、诚信”3条底线。

一块来自三星工程建设上海有
限公司总经理签署的金色感谢牌，是
对潘维伍精湛的业务水平和严谨的
专业态度的充分肯定。韩国三星的
昆山50K2增建项目和无锡偏光板项
目消防工程，由于企业的特殊性和国
外专家对中国消防技术规范了解不
够，该项目的最初规划设计中存在着
较多问题，不符合江苏省的消防技术
规范要求，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验收
和投入使用。潘维伍承接该项目后，
主动找设计部门及国外专家沟通，根
据自己掌握的实际经验提出切实可
行的变更建议，为他们进行技术服
务，帮助他们架起了中外消防技术规
范以及企业与消防部门之间的桥梁，
协助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难

题，项目最终顺利达标。

当代表责任重，接地气解民忧

从2009年起，潘维伍当选为区人
大代表。自当选为人大代表后，尽管企
业事务多，但是在履行代表职责上他却
毫不含糊。几年来，他先后提出关于整
肃无锡地区建筑消防市场建议、关于放
开外来民工的管理、关于增加地方财政
税收的建议、关于落实军队转业干部自
主择业政策的建议等多项议案，得到了
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与落实。

为了不辜负选民的重托，一有
空，潘维伍就来到自己的长庆路选区
了解民情民意。他最关注的是民生问
题，当有多位选民提出辖区范围内便
民服务太少时，潘维伍多次找社区书
记商量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最终“倷你
一道帮”志愿服务项目应运而生，活动
开展有声有色。几年来，便民服务累
计开展40余场活动，服务社区居民万
余人次，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

在潘维伍心里，还有一群孩子始
终放心不下，那就是社区里的贫困学
生。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够正常上学，
每年他都会捐款帮助孩子们完成学
业。自创业以来，他通过赈灾捐款、
赴疆送爱心、扶贫助学等慈善公益活
动捐出善款共计200万余元，为社会
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帮助安置
了转复军人及家属40余人。

在部队，他立志成为一名出色军
人，为祖国奉献青春热血；在商界，他
致力于成为一名优秀企业家，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奋勇拼搏；在社会，他努
力成为一名有担当的人大代表，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个退役军人的
价值追求，努力实现“用事业彰显
军人本质、用信念铸就精彩人生”的
美好理想。 成 岗 张 雷

用事业彰显军人本质 用信念铸就精彩人生

从商会副会长到“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7 月 26 日，在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中央有关部门联合表彰张富清等 401 名同志为“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无锡市梁溪区总商会副会长、江苏华腾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维伍就是其中之一。

潘维伍，1979年投身军营，从一名出生入死的消防员，成长为苏州消防支队正团职副支队长。2004年脱下戎

装后，毅然放弃国家安置，踏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他，从一名创业者到无锡梁溪区总商会副会长，如今成为“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
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
之际，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闭
幕之时，苏州市重点民营企业座谈会
近日召开。

会上，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建华，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
良，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郁霞秋，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春华，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宋郑还，同程旅游创始
人、同程艺龙CEO马和平，博瑞生
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建栋代表苏州市重点民营企业作
了发言。沙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
常务执行董事、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彬
代表与会企业家宣读倡议书，向全市
民营企业发出“扎根苏州、勇创大业”
倡议。会上，“12345苏州企业服务
专线”也正式开通。 黄志勇

苏州召开重点民营企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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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18日，江苏省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代表大会在南京召
开。海内外各界嘉宾600余人共聚一堂，听乡音叙乡情，说变化话发展。为留住
本次大会美好瞬间、记录乡情乡音，在省委统战部、江苏省海联会的指导协助
下，新华日报“新华红”5G+融媒体内容团队派出采访摄制组、全程参与本次大
会的宣传拍摄，制作的《情系桑梓，拳拳报国》纪录片正式上线。 邵 丹摄

样本 | 各地统战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最
近，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的马
鑫（化名）奶奶，收到了通州区鑫
手相连志愿者协会送来的1万元
现金，她满怀感激地接过捐款，向
鑫手相连志愿者协会爱心人士连
声道谢。

今年就读于平潮高级中学的高
二学生马鑫从小生活在离异家庭，
其父亲正在通州区人民医院住院，
自2015年查出肝癌至今，已花光了
家中所有积蓄。年近70岁的奶奶
独自扛起了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
微薄的几亩地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沉
重的家庭负担，医疗费用和马鑫的
上学开支让全家人一筹莫展，无计
可施。通州区鑫手相连志愿者协会
会长朱鑫涛得知情况后，想方设法
排忧解难，得到爱心志愿者孙先生
（本人要求匿名）的热心资助，孙先

生决定给予马鑫高中三年，每年1万
元的生活费救助，帮助他完成学业。

通州区鑫手相连志愿者协会，是
由西亭镇西亭社区党总支书记朱鑫涛
于2015年5月创办的通州规模最大
的社会公益组织。现有会员800多
名，大都是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热心公
益的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和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协会秉承“无私奉献、乐善
好施”的理念，大力开展对困难学生、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和残障家庭等社会弱
势群体帮扶救助活动。他们的爱心善
举温暖了通城，先后为东社镇五马路村
脑瘫女孩曹婧雯募捐医药费51100元；
为二甲镇患白血病的大学生曹倩炜募
捐23000元；为西亭镇遭遇车祸的女孩
俞燕、西禅寺村患病男孩应潇进和通州
实验小学白血病学生曹雅雯募捐医药
费15000余元；为身患白血病的公司职
工张媛筹款10万余元；为金沙街道太

山村重度烧伤的沙玉红家庭筹集善款
37.8万元，等等。这些捐款如涓涓细
流，温暖了一个个农村困难家庭，让他
们重拾信心生活下去。

2016年夏天，盐城阜宁陈良镇、
硕集镇等地遭遇龙卷风袭击，上千房
屋倒塌，电力系统瘫痪，造成几百人伤
亡，朱鑫涛火速组织志愿者发起募捐，
并亲赴灾区将2.8万元善款和急救物
资送到灾民手中。2018年初夏，为响
应党委政府东西扶贫协作的号召，他
再次组织12名志愿者，跨越2500多
公里，奔赴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龙藏
乡开展扶贫助学活动，将募集的18万
元物资和4万元现金分发给当地藏族
同胞。今年5月，他又带领协会20名
志愿者远赴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将
8万元现金和价值98500元的物品送
给该县仁村镇中心小学91名贫困学
生，并走访看望了当地建档立卡的特

困家庭，给予长期资助。
协会成立四年多来，先后开展公益

慈善活动百余次，募集社会资金和物资
200余万元，帮扶和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1000多人次。朱鑫涛带领的爱心团队
立足通州，一路播撒爱的种子，公益足
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协会的爱心
善举多次被中新网、人民网、中国公益
网、江苏卫视、南通日报等媒体报道。
同时，朱鑫涛个人也被评为2018年“中
国好人”。

鑫手相连志愿者协会的爱心善举
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也感染了许
许多多身边的人。曾经受到志愿者协
会帮助的尿毒症患者戴红燕也心怀感
激地加入了协会，并坚持带病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她满怀感慨地说：“协会用
爱心帮助了我，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帮助曾经和我一样陷入困境的人。”

喻迎春 茅乃蓉

小 城 大 爱 默 无 言
——南通市通州区鑫手相连志愿者协会情暖通城

为进一步推进南京市鼓楼归国
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充分发挥归国
留学人员在鼓楼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南京市鼓楼欧美同学会
（南京市鼓楼留学人员联谊会）于11
月18日下午召开成立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南京市鼓楼
欧美同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
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南京市委
统战部、鼓楼区委办、区委统战
部负责人为南京市鼓楼欧美同学
会揭牌，并向第一届理事会领导
班子成员颁发聘书。

会上，鼓楼区委统战部部长
丁健生向鼓楼欧美同学会的成立
表示祝贺，并就如何发挥积极作
用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发挥引
导作用，着力加强留学人员思想
引领；二是要强化多重保障，凝
聚合力发挥欧美同学会作用；三
是要加强自身建设，精心打造留
学人员温馨家园。 胡 亮

南京鼓楼欧美同学会：

发挥职能优势 共建幸福鼓楼

“四季送温暖，涟台一家亲”
捐资助学活动，为贫困家庭送去
慰问金6万余元，增强了台商认同
感融入感；少数民族幼儿园“操场
改造”工程为少数民族村捐资建
校，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00余万
元……一系列帮扶行动，拉开了
淮安市统一战线“统战+扶贫”打
赢精准扶贫攻坚战行动的序幕。

今年初，淮安市委统战部树立
“统战+”新理念，汇聚统一战线人
才智力优势和各界别资源力量，开
启“统战＋扶贫”工作新模式，以“统
战+扶贫”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行
动为载体，集中全市统一战线力量
帮助贫困村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通过召开“双月谈”，明确“统战+扶
贫”工作思路。聘请党外各类专家、学者、
专业技术人员为专家顾问团成员，为精准
扶贫提供专业化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
统战部印发了《淮安市统一战线开展“统
战+扶贫”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活动方
案》，召开了“统战+扶贫”工作推进会，明确
扶贫要求、任务和推进措施。全市统一战
线根据建档贫困户状况、致贫原因、帮扶
需求，逐户精准施策。在认真分析村情、
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因村、因户制定了脱
贫计划，引导帮助扶贫对象发展特色产
业，实现贫困户自力更生，自主脱贫。截
至目前，全市统一战线“统战+扶贫”行动，
累计实施帮扶项目110余个，投入扶贫
资金900余万元。 淮统宣

淮安市统一战线“统战+扶贫”

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行动成效显著

近日，南京市玄武区工商联、
区检察院联合举办“护航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签约仪式暨“检察开
放日”活动。市工商联副巡视员、
总商会党委副书记卞文佐，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朱天龙，区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倪一斌出席活动。

这次活动正值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一周年之际，是玄武区工商联、
区检察院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促进民营经济和
民营企业“两个健康”，认真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工商联会签文
件精神所举办的一次重要活动。

参加活动的民营企业家及来
宾，现场观摩了区检察院“全国检察
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全国青少

年维权岗”。倪一斌表示，区检察院将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整
理分析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研究改
进措施和方法，主动作为、深化联系、密
切配合、务实服务，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
提供更多更优的检察产品。

卞文佐充分肯定玄武区积极构建
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工作机制，有利
于工商联、检察院加强信息互通共享，齐
心协力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同
时，希望玄武区工商联、区检察院共同开
展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活动，为民
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与会企业家一致认为，民营企业
走进检察机关，面对面了解检察机关
工作及其职能作用发挥，是一次很好
的学习机会。 刘好华 胡 亮

“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玄武区工商联与检察院联办“检察开放日”

11月 19日晚，江苏农牧科
技职业学院在泰州凤凰路校区体
育馆举行了2019年学校“廉政文
化教育月”启动仪式，4000多名师
生参与这场丰富的文化活动。

活动伊始，江苏农牧科技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何正东和江苏省
京剧院院长骆朗共同为学院的“京
剧廉政文化传习基地”揭牌。该基
地是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与江
苏省京剧院合作，以学生京剧社团
为依托，以进一步传播京剧廉政元
素，开展京剧廉政文化活动，丰富
学校社团活动，营造“牧院清风”，
打造学校廉政文化特色品牌。

何正东表示，泰州是著名京剧
大师梅兰芳的故乡，而以京剧为代
表的国粹艺术在中国传统廉政文
化的传承中发挥了积极又独特的
作用。廉政文化进校园是人才培
养的需要，是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家要懂得“清清白白
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的道理，要拥
有识别和抵御腐败的能力，要知廉
耻、存敬畏，坚决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今天一起看“廉政戏”，就是在
营造学校独特的廉政校园文化。

他提出，全校党政干部、党员教师
要以“廉政文化教育月”为契机，带头加
强廉政文化教育，增强廉洁从政意识，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为推动学校
高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学校党委
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扎实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使全校上下在推进“双高”建设
的征程中，志更坚、心更齐、风更清！

省京剧院的艺术大师们表演了
《拾玉镯》《罢宴》《谍战南京》（片段）等
三出剧目。《罢宴》展现了清官寇准反
对铺张浪费，提倡节俭的精神，现代京
剧《谍战南京》则展现了共产党人张秀
云和同志一起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
解放南京的难忘时刻。

观看演出后，师生们纷纷表示，廉
洁是一种操守，文化是一种力量。今天
所提倡的“廉政文化”已经超越了古代“清
官文化”的局限性，不再过多依附于个人
魅力和品德。江苏牧院的每一位师生都
是廉洁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承人。姜 晖

江苏农牧：

廉政文化融合京剧艺术

沈彬宣读倡议书 崔根良、郁霞秋在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