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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员服务中心主任"河南省福之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大原

溱水秀丽环庙朱#裕中科技送幸福$ 百姓

欢喜政策好#家家都有洋房住$

!!!摘自高大原诗歌"祝福庙朱#

曾经走过的辉煌岁月

出生于农村的他$本着对农民%农村%农业
&三农'的深厚感情和感恩$为了新郑市一个落
后村庄泰山村的道路拓得更宽$他不惜舍弃优
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扎根农村$和当
地村干部以及群众一起策划包装实施$共谋泰
山村的百年发展大计$如今的泰山村已经成为
一个耀眼的明星村庄(

当时的高大原$ 头上已经有了很多耀眼
的光环$在国内策划界名声大振的他$是河南

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企业策划和管
理专家$ 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新郑市泰山村
的&领头羊'乔宗旺$彼此被对方的人品%才华
吸引$联手创业$造福百姓的共同心愿使他们
走到了一起)

行家一出手$马上就丰收)

在高大原的精心策划和包装下$ 泰山村
以流传已久的黄帝大战% 大会诸侯等历史故
事为内涵$筹备兴建了黄帝圣水厂%泰山吉祥
石厂) 同时$一座可以容纳特色农家饭%专家
楼和黄帝圣水厂的现代化综合大楼也拔地而
起$热忱期待四方宾客到此观光旅游$品农家
菜$住农家旅馆)

深谙策划之道的高大原$ 倾情奉献出了
自己的智慧和大爱$ 并成功地将这些转化为
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点$ 收获了人们赞赏的目
光和认可)

一向以大手笔闻名的他将自己对新农村
建设无限的深情和满腔热忱$全部彰显出来)

为了吸引城市人到泰山村观光$ 他组织村民
开辟&成长林'推出特色植树服务$以优惠政
策吸引万名城市居民做泰山村的 &荣誉村
民'$ 丰富人民群众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需
求$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为农村人带来丰厚经
济回报的同时$也丰富了城市人的精神生活$

许多城市人都称高大原为他们提供了一处美
丽的精神家园)

勇做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者

泰山村成功后$ 一向喜欢挑战和刺激的
高大原$却激流勇退了$他再次受到热情的邀
请$到了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再次实现他的
新农村建设实践的理想)

这次来到农村$ 他的身份也完成了一个

转变$ 除了是村子总发展设计师和策划师之
外$ 他还担任了河南福之田置业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这个位子曾被连续换了八位$也就是
说$他是第九位总经理$也是庙朱村新农村建
设住房的建设者$ 前几位负责人可能对农村
工作不熟悉$盲目乐观$导致当地老百姓失去
了信心)

为重树信心$ 高大原在朱遂强支书的协
调下屡屡和村民接触沟通$ 并不断陈述了新
农村建设项目的美好蓝图$ 可当时遭到几名
党员的顶撞$他掉泪了$并向他们道歉$他诚
恳地表态会在以后的工作中$ 逐步解决以前
遗留的问题) 高大原深知一个项目的成功离
不开党员群众的支持) 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科学发展
观也说明了这一点) 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虽然有村民
的失望情绪存在$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
期内他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并且用以后的工
作实践证明了自己的真诚)

公心对人最感人

受命于危难之时$ 高大原没有辜负大家
的期望和群众的目光$ 他先后召开多次党员
会议$在朱遂强支书的帮助和配合下$他获得
了大家的信任$都积极支持他$来完成庙朱村
新农村建设住房项目) 由于连续拖欠建筑企
业的工程款$导致工程数次停工$没有办法的
情况下$高大原动员自己的妻子和家人$拿出
自己的钱$ 来支付工人的工资$ 因为出生农
村$他深深知道工钱对于农民工的重要性$只
要不拖欠他们的工资$ 就一定能够获得他们
的信任$ 激发民工的激情) 如果后续资金不
足$造成借款付息$工程拖的越久$成本越高$

最终结果农民购房时房价过高$ 造成伤害农
民的积极性)

来自工商部门的关心

高大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的人格魅
力也感动并影响着和他打交道的人$其中包括
新密市工商部门的有关人员) 去年年底$新密
市工商局副局长%市工商局驻庙朱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孟文建$亲自带领驻村工作人员进行招
商引资$经过实地考察$决定将位于郑东新区
的河南福之田置业有限公司引进新密市曲梁
乡$进行庙朱村新农村建设$双方达成了良好
的合作意向)但该公司在完成一半规划建设任
务后$因资金短缺$无法继续施工)

新密市工商局驻庙朱村帮扶工作队和高

大原一接触$ 立即感受到了高大原身上流露
出来的锐气和智慧$ 在得知高大原有意出资
继续进行庙朱村新农村建设的情况后$ 主动
向局长付智敏汇报$ 通情达理的付局长立即
表态$新农村建设是民心工程$既然高大原有
意出资$工商部门就应该发挥职能作用$进一
步优化发展环境$主动协调$争取达成出资收
购意向) 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了高大原向
河南省福之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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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收
购该公司的协议)

为使协议尽快变成现实$ 为庙朱村新农
村建设工程能够继续起航$ 新密市工商局驻
村工作队队员马建民等工作人员放弃节假日
休息时间$对该公司的股权出资%公告%变更
登记等工作继续全程跟踪指导$ 并在行政服
务大厅工商窗口开通绿色通道$ 协调联络其

他相关单位$办理各项事宜$终于在意向达成
后的第四天就办理完所有手续$ 使得高大原
和他的团队能够及时全面复工$ 也让当地的
居民和电厂的拆迁户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住
上崭新的楼房)

新密市工商局工作人员说$ 看到高大原
这样一个切实想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人$ 他的
干劲感染了他们$&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也
需要这样有魄力的人$ 真正为新农村建设做
出自己的贡献) '

充满传奇色彩的实干家

记者接触到高大原后$ 深刻感受到他身
上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无比的韧劲$ 以及
对未来十足的信心$ 似乎什么事情都无法打
倒这个人到中年的男人) 高大原的人生轨迹
无不书写着每个年代的传奇$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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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中期他在深圳打拼的时候$ 穷到没有回老家
的路费$ 聪明的他想到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写
书法作品卖春联$他挨个商店打招呼$用一瓶
墨汁% 一支毛笔$ 完成了推销自己的成功典
范) 他现场为商店撰写春联$凭着横溢的才华
和诚挚的心$获得了许多商户的认可$不但获
得了一些收入$还交到了很多朋友$大家在一
起畅谈人生理想$ 让高大原也感受到了人与
人之间的温暖$从而对未来更加的充满自信)

高大原喜欢唱歌$他唱歌时候的投入$让人深
受鼓舞$动情的演绎$往往能够让听众流下眼
泪$记者在听他倾情演唱的"父亲#时$就被感
动地眼泪稀里哗啦的 $&做什么事情都要投
入$这样才能感染人$让自己充满一种力量$'

高大原经常教育和鼓励他的员工$ 一定做一
个有感染力的人$ 这样自己才能在这个社会
上获得尊重和认可$ 让有限的生命迸发无限

的激情$高大原这种激情无限性格的形成$为
他带来了成功的机遇$ 也给了他丰富多彩的
生活体验)

同时$ 高大原也是一个热爱公益事业的
人$他常年支持河南省各种公益建设和活动$

出资出力为社会事业发展奉献) 近日$西南地
区干旱再次牵动了他的心$ 他组织公司员工
踊跃捐款$他本人就捐款一万元$为西南地区
干旱做一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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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来到了庙朱村$ 看到这里一片
热闹的情景$几栋高楼已经平地而起$建筑工
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他们的热情写
在脸上$当高大原来到他们身边时$他们都友
好地对高大原微笑$或者打个招呼$从不拖欠
工资的高大原获得了他们无限的信任) 他们
表示$一定要把房子盖好$让农民住上质量好
的房屋$让庙朱村发展得更快更强)

记者在采访时$ 庙朱村的村民对他们不
久就要住上的新居充满期待$&再也不用住破
房子了$新农村建设让俺尝到了甜头$俺可满
意了) '走进庙朱村$看到这里的房屋非常破
旧$ 高大原表示$ 他将充分利用这些土地资
源$策划一些适合的项目$距离溱水河很近$

他将引进资金$在溱水河边建设小木屋%烧烤
场%垂钓中心$在河流里放一些木船和划艇$

让这个一向贫穷的地方变得无比浪漫$ 成为
城市人的度假休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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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庙朱这片土地$我要让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远离贫穷$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

站在溱水河边$富有浪漫理想主义的高大原$

深情地望着远方$ 那是对新农村建设的一种
情感和对群众的一片深情) 他的努力让曲梁
乡的尤书记和工商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新密市
的多名领导非常满意$ 认为高大原帮助政府
和党委分担了许多忧愁$ 让政府的工作好做
了$也切实让群众得到了实惠$可谓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生于上世纪
$%

年代的高大原#如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和跨越#一直在策划界指点江山的他#受国

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感召和呼唤#摇身一变当仁不让地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者$

他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一颗为新农村建设事业奉献的心# 兑现了自己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他先后成功打造了新郑市的泰山村#把一个落后贫穷的村庄变成为一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地方#接着#他又把目光

投向了新密市曲梁乡一个更加落后的庙朱村#在他的带动下#一个新兴的富裕文明的村庄正在露出她美丽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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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爱#就有一切$ 当高大原放

弃优厚待遇和舒适生活投身新农村建

设发展的广阔天地时# 他对农村饱含

着一种深深的爱#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

努力# 在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让更多的人生活幸福#或许

是他内心无比的渴望和永远的情怀$

高大原还激情写下了庙朱村的村

歌%美丽的庙朱我的家&#丰富农民的

文化娱乐生活' 歌词为(

一条溱水河$

孕育庙朱村$

历史厚重故事多$

天地人和到如今$

和谐长相伴$

同享好光阴$

中原大地飘欢歌$

幸福岁月唱不尽
啊
可爱的庙朱
美丽的庙朱
相逢一笑来这里
咱们是一家人
和谐的庙朱
迷人的庙朱
四海朋友手相牵
一条华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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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原在施工现场

新密市工商局局长付智敏亲自把营业执照送交

到高大原手中

如火如荼的)福裕新村*施工现场

村民即将告别旧宅院#住上做梦也不敢想的新房

著名书法家吕孟申先生为 )福裕新村*

撰诗并书

河南福之田置业有限公司获得的荣誉 福裕新村住宅鸟瞰图 福裕新村住宅一角 舒适高雅的福裕新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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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常荣 李伟

即将建成的福裕新村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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