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式风格的办公大楼! 规范温馨的

学员宿舍!功能齐全的活动中心!宽敞明

亮的习艺中心!设施先进的矫治中心"栩

栩如生的雕塑文化" 加之点缀在建筑中

的花卉!树木!亭台!曲廊"走进河南省女

子劳教所"仿佛置身于一所现代化的!园

林式的高等学府#

更让人佩服和赞叹的是他们的教育

挽救质量$ 近年来"女所劳教学员的改好

率始终保持在
!"#$%

以上$ 今年
&

月"中

央防范办和司法部联合在我省召开全国

教育转化工作现场会" 向全国推广女所

教育挽救劳教学员的经验$

自豪的女所人在细细品味这些丰硕

成果时"无不将之与他们的领头雁%所长

屈双才联系起来$ 是屈双才带领他们以

寝食难安的危机意识! 壮士断腕的豪气

决心!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把女所从一

个多事之地" 建设成现代化文明劳教所

和国家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写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宏篇华章$

临危受命
从四面楚歌到全省先进

'(()

年
&

月" 一纸任命把屈双才推

到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中"他由省第三劳教

所副所长调任省女子劳教所主持工作$

当时的女所" 正值 &多事之秋'"&非

典'肆虐"

*

名劳教人员自杀"部分劳教人

员借机闹事"集体绝食%自残"安全稳定工

作跌入低谷" 管理教育工作严重受挫"单

位人心涣散%警察士气低落$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

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所长肩上$

面对亲朋好友的善意劝说" 屈双才

没有畏惧% 没有退缩(&上级组织让我到

女所去"是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辜负组织

对我的期望) '

上任第二天一早" 当值班人员来汇

报工作时"屈双才已经来到管教区#

经过深入调研后"屈双才审时度势"

面对女所这盘棋"频频出招%招招中的(

他理清思路"提出 &一年打基础"二年迈

大步"三年上台阶'的发展目标*他提出

场所安全稳定也是政绩的政绩观" 牢固

树立了场所安全稳定的首位意识* 他选

择把提高教育矫治质量作为工作重点和

突破口++

然后"屈双才一心扑到工作上$ 在教

育转化攻坚阶段"他三个多月未回家门"

妻子带着孩子去劳教所" 看到瘦了一圈

的他"差点没有认出来"心疼得直落泪$

屈双才清晰周密的工作思路" 身体

力行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所警察

的士气" 增强了全体警察职工克服困难

的勇气"树立了教育挽救的信心$ 当年年

底"在省司法厅劳教局年终考核中"女所

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

科学管理
从人心思动到心齐力聚

女所将要向何处发展, 又如何发展,

打开工作局面后" 这个问题一直是萦绕

和盘旋在屈双才心中的结$ 常常夜深了"

屈双才却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

眠$

&干警们都在望着所党委"所党委不

领好路"定好位"干警们就无所适从"要

想彻底改变女所的现状" 必须首先改变

所党委的精神状态$ 女所发展的关键在

于党委和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 '

为了规范所党委和各支部班子建

设" 屈双才带领所党委班子成员在广泛

调研"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

了-关于加强党组班子建设的决定.%-党

委%支部议事规则.%-关于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的决定. 等规范性文件" 认真贯彻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

定'的原则"严格干部任免程序"做到公

平不倾斜"公正不护短"公道不藏私$ 配

齐%配好%配强了所%队两级领导班子"做

到了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

步"事业上同干$

为了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

作风过硬的劳教人民警察队伍" 屈双才

坚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坚持以法制教

育为重点"突出执法水平的提高*坚持以

岗位练兵活动为依托" 不失时机强化素

质提高*坚持以学历教育为契机"积极改

变警察的知识结构"先后选拔
)+

名警察

分别到司法部%郑州大学学习心理知识"

并经常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为警察授课*

坚持推进警察专业化建设" 建立了以教

育转化邪教学员为主的警察专管队伍"

以常规教育为主的警察教师队伍" 以心

理咨询工作为主的警察心理咨询师队伍

等三支警察教师队伍$

',(-

年
!

月
./

日"屈双才带领党委

班子成员为干警过集体生日$ 吹蜡烛时"

突然有一位细心的同志提醒说(&今天也

是屈所长母亲的生日呀) '一句话让热闹

的生日宴会现场顿时静了下来$

在抓班子%带队伍建设过程中"屈双

才在从严治警的同时" 特别注意从优待

警"对警察的成长%工作和生活倾注了春

天般的温暖和关爱" 靠人文关怀赢得干

警的理解和支持$

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警察职工有疾

苦他感同身受"想方设法为之解决*警察职

工因病住院"他都要亲自去看望和慰问*他

还关心退休人员生活"积极组织各项活动"

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屈双才的人格魅力%领导才能%管理

水平有效凝聚了所党委和劳教警察的合

力"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不断增

强"全体警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女

所呈现了紧张活泼% 团结上进的和谐景

象"

0((-

年
&

月" 所党委被河南省委省直

工委授予&五好党委'$

文明创建
从自我加压到夙愿实现

创建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

所是女所实现积极跨越的内在

要求" 是劳教所的最高荣誉"也

是女所人多年的梦想$

0((+

年
.

月
."

日"在全所

创建工作动员会议上"屈双才掷

地有声地承诺(&创建不成功"我

就主动辞职)'没有华丽的辞藻"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中原汉

子的铮铮誓言$

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 是一项涉

及面广%标准高%复杂的系统工程$ 面对

繁重的创建任务" 屈双才带领女所人竭

全警之智%集全所之力"敢于尝试%勇于

探索"准确掌握创建工作的进程"不断调

整创建思路" 努力破解创建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与问题$

在软件资料整理上" 屈双才带领干

警们共完善% 修订相关资料
.0!

项 "近

)((

万字"达
&0&*

册$ 在硬件建设上"全

所先后投资近
+((

余万元" 新建了多功

能厅%管教区"安装了数字化监控系统%

安检系统%红外线报警系统%身份识别系

统"改建了管理%教育%生活卫生等设施"

建立了内部局域网%手持对讲系统"场所

新绿化面积
)+((

平方米"硬化面积
"(((

平方米"全所绿化面积达
&(%

"实现了办

公自动化%管理规范化%环境校园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自有回报$ 司

法部创建验收组所有成员对女所的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

0((-

年
..

月
.*

日司法

部常务副部长陈训秋到女所视察后"对

女所的全面工作大加赞赏(&女所的工作

已经走在了全国劳教单位的前列$ '

披星戴月" 加班加点$ 创建工作以

来" 屈双才带领全所警察职工" 众志成

城%齐心协力%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经过

.(((

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最终于
0(("

年
0

月
.)

日" 圆满实现了创建的目标"

实现了女所人多年的夙愿$

成功与喜悦的背后付出的是辛勤的

汗水和不懈的努力$

为了兑现承诺" 屈双才像一只上满

了发条的时钟"永远不知疲倦$ 为了筹措

建设资金"他四处奔波求援*为了减少开

支和确保建设质量"他亲自把关"认真研

究设计方案"不断提出完善意见"竟然由

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为建筑设计的行家

里手++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 身体长期超负

荷工作"屈双才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医生几次让他住院治疗" 班子成员也劝

他住院" 可他说什么也放不下眼下的工

作"最后只好把药带到劳教所"在办公室

边输液边办公"针一拔下"他又急匆匆返

回了工作第一线$

面对创建成功%面对斐然成绩"屈双

才没有骄傲自满%知足不前"反而自我加

压$ 他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确立了创建

国家级精神文明单位的工作目标" 女所

0((!

年
.

月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四届国

家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又一次实

现场所整体工作跨越发展$

干事创业者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目

前"屈双才正带领女所一班人"意气风发%

昂首阔步地向新的%更高的目标进发)

屈双才!

呕心沥血 书写华章

!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李郑安 李国文

!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陈昌民!

倾心中原园林绿化大业

陈昌民!

!"#$

年
%

月生!

&"'%

年毕业于南京林业大
学" 他是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第九届河南省青联委员!

曾任林业科学研究所科长等" 他
&""'

年
&&

月创办河南
省绿士达园艺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

())$

年
!)

月! 与美
国西亚斯集团合资组建了西亚斯国际园林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

年组建了河南省绿士达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

年
&)

月! 成立了郑州绿士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

年
+

月! 与新郑机场合资组建了郑州机场绿士达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

!

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陈昌民" 小时候

经常看到满目的黄土和风沙" 于是便有

了一个梦想( 长大了要用自己的双手装

扮大地"让华夏大地绿起来%美起来$

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 无论是在北

京的金融街% 贵阳勘测设计院的园林设

计" 还是备受瞩目的郑东新区的绿化施

工" 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 他用辛

勤%智慧的双手"描绘着绿色的梦想"用

质量和诚信打造着&绿士达'这一品牌"

让&绿士达'这颗绿色之星冉冉升起$

用!绿士达速度"赢得市场

.!".

年"

."

岁的陈昌民报考大学院

校时"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心中向往

的南京林业大学"

.!"+

年"完成了四年学

业的陈昌民" 没有接受其他省份单位的

邀请"而是回到了河南省林科所/现省林

科院前身0"从事林业科研工作$

&我这辈子就是和林业打交道"无论

走到哪里"都离不开林和绿$ '金秋
!

月"

在郑州市农业路兴业大厦属于自己公司

的
.0((

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里"陈昌民

深有感触地说$

.!!"

年
..

月"&下海'的陈昌民没有

像很多人那样搞房地产%开矿等"而是毅

然选择了他熟悉而又深深眷恋的林业"

创办了河南省绿士达园艺有限公司$ 他

的公司经营理念和奋斗目标是(&为华夏

大地处处可见怡人景观而努力$ '

面对园林行业的激烈竞争" 陈昌民

倡导&质量为本'和&诚信兴企'"注重打

造&绿士达'这一品牌$ 他所承接的每一

个工程"无论大小"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工

程精心去做"每一道环节%每一个细节都

力求让客户满意$

&在工程面前"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

余地"只有做好*在客户面前"我们没有

糊弄应付的心思"只有诚信$ '陈昌民说$

企业创办之初" 陈昌民接到了后来

合作伙伴美籍华人陈肖纯博士创办的西

亚斯国际学院的园林绿化施工任务"陈

昌民心里清楚"这样的工程只能做好"不

能失败$ 为此"施工中他精益求精"对每

一个细节
1

就像制作一件精美的瓷器一样

精心设计打磨$ 他的用心"以及高质量的

施工工程"赢得了陈肖纯博士的好感$ 此

后"不仅学院每有工程"陈博士第一个就

想到陈昌民"而且后来还与他合资创办了

西亚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并将公司几乎

全部事务都交给陈昌民来经营和打理$

022*

年
&

月"&中国荥阳首届郑氏文

化节'还在筹备当中"作为计划建设的主

会场111荥阳市万人体育场则还停留在

图纸上$按照荥阳市的要求"要在这年
.2

月底之前" 启用这个体育场" 而这一工

程"正常工期一般需要
."

个月左右$ 面

对
)

个月的工期和已经来临的雨季"许

多企业都望而却步"不敢接活$ 这时"荥

阳市想到了绿士达的陈昌民$ 陈昌民听

了工程情况介绍"心里沉甸甸的"但他硬

是咬牙把任务接了下来$

陈昌民是个不服输的人$ 他克服了

雨季积水多%民工休麦秋假等困难"想尽

一切办法保证施工进度和质量$ 在那
)

个月里"他没白天没黑夜地守在工地"与

工人一起挖土%抬沙%垒墙%铺地板++

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展开的一番艰苦卓绝

的努力" 确保了荥阳万人体育场如期保

质保量地交付使用" 使首届郑氏文化节

得以顺利举行$

这一工程创造的 &绿士达速度'"为

陈昌民和他的团队在荥阳叫响了品牌"

其后" 他便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刘禹锡公

园等荥阳市建设项目$

022+

年
!

月
)

日" 在郑州市召开的

郑东新区工程建设质量讲评会上" 由河

南绿士达园艺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2-

辅道四标景观绿化工程"受到了表彰"并

成为数十家参与园林景观建设的企业中

获奖的两家企业之一$

正是凭着对工程高度负责的精神 "

陈昌民通过施工与许多业主% 同行成了

好朋友"并建立起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绿士达的合作项目日益多了起来$

以!绿士达文化"凝聚团队

在公司建设中" 陈昌民坚持科研和

文化建设并重"以科研提升竞争力"用文

化凝聚团队$

公司每年拿出
)2

多万元"用于园林

绿化设计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建设"并

很快成为全省二级园林施工企业中"唯

一拥有专业设计团队的公司$ 公司还是

我省园林企业中" 唯一一家同时承担着

国家% 省林业科技攻关项目的公司"其

中" 关于泡桐纤维素基因的破译密码登

录了美国基因
3456

"填补了我省林业科

研的空白"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去年" 作为我省园林林业企业中唯

一一家承担国家生物育种高技术产业化

项目的公司" 绿士达得到了国家发展改

革委
*+2

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支持$

&企业不能只是赢利挣钱"还要注重

企业文化建设$ 只有这样"才有更强的凝

聚力和竞争力$ '陈昌民认为"企业领导

应该是企业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企业精

神的体现者和支撑者$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他倡导&爱心理

念'$ 他常说(&把工作做好是员工的事

情 " 把员工的生活照顾好是领导的事

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去年公司

.2

周年庆典总结会上" 陈昌民主动检讨

自己&关心员工不够'"并自罚
+

万元现

金" 用做下一年度企业文化建设的活动

经费"又捐助了
)7&

万元"成立了绿士达

&爱心基金'"以便员工在生活困难时"能

及时得到关心和救助$

制度建设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陈昌民按照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和

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先后制定了岗位职

责%薪酬制度和考评制度$ 同时建立了

一套较完善的培训制度"包括领导层定

期培训%骨干员工的培训和成立攻关小

组等$ 每年定期组织领导层参加高校%

协会和研究机构的学习班% 考察团"从

员工中选拔出不同岗位的骨干送到国

外系统学习或到国外优秀企业去实践

和培训"扩展视野"更新观念"促进企业

再上新台阶$

他还专门为员工购置了职工宿舍"建

立员工餐厅"每天为员工免费供应午餐$

这些措施" 大大增强了团队对企业

的认同感" 绿士达的员工很少出现 &跳

槽'现象$ 许多员工以&绿士达'品牌为

荣"以在绿士达公司工作为骄傲$

以十年征程续写百年梦想

陈昌民认为"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

胞"对社会负有责任"应对社会有所贡献$

去年"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一

直牵动着陈昌民的心$ 今年
&

月"公司拿

出
"(

万元为江油市厚坝镇捐建了一所

希望小学"不久前"郑州绿士达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又向江油市各学校捐赠了价

值百万元的节能灯具$

"

月
0!

日上午" 郑州绿士达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向江油灾区学校捐赠照明节

能灯具交接仪式" 在江油市诗城小学举

行" 河南对口援建前线指挥部常务副指

挥长王振伟"会同绿士达集团人员"现场

向江油市捐赠了
&.+(

套节能照明灯具$

作为绿士达公司的负责人" 陈昌民

说" 为了赶在开学前将这批灯具送到灾

区学校"公司的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 灯

具生产出来后"他们又立即组织运输"经

过近
0*

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将这批灯

具送到了江油$ 陈昌民把这次捐赠当成

是&企业奉献社会的具体体现'"他表示"

未来三年"&绿士达' 还会陆续地向灾区

学校进行捐赠" 以帮助灾区人民早日重

建美好家园$

如今的&绿士达'已拥有自己的专业

设计室 %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苗木基地

和全国专业 %权威种苗网站 &中国种苗

网'"并承担了国家&

!*"

'项目和省科技

厅 %林业厅的多项科研项目 "不仅为公

司赢得了赞誉"还为河南企业争了光$

在公司创建
.(

周年之际"陈昌民挥

毫撰写了一副对联" 来抒发他内心的感

慨和向往(忆往昔"峥嵘岁月"十年艰辛"

同宿陋室营造怡人景观*展未来"坎坷征

程"百年追求"共洒汗水描绘宏伟蓝图$

陈昌民带领着他的绿士达团队 "领

跑中原园林绿化"并朝着&百年老店'的

远大目标迈进$

"" ""

""

屈双才!

&"%,

年出生!党员!

&"+&

年参加工作!先后
任河南省第三劳教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现任河
南省女子劳教所所长#党委书记!三级警监" 在他的带领
下! 省女子劳教所先后创建成部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并
荣膺第四届国家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实现了历史性
跨越" 他个人也先后多次荣记三等功!获得$司法行政系统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个人%#$河南省教育转化先进个
人%#$全国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岗位练兵先进个人% 等多项
荣誉称号"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屈 双 才

与劳教人员

促膝谈心!

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工作$陈昌民和他的团队承建的西亚斯国际学院园林工程!

陈昌民在查看园林绿化树种! 郭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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