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颍川办大力培育诚信文化精神
近年来,禹州市颍川办积极培育诚信文化精

神，利用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等宣传方式，在全办

党员干部群众中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在辖区主要

街道设置诚信文化墙，在服务场所制作张贴诚信创

建公告牌，将失信举报电话告知服务对象。开展诚

信故事会，争做诚信人演讲比赛，观看诚信教育影

片等，把诚信的理念移植到心里。工商所对经营业

主、从业人员开展诚信签名、诚信宣誓等宣传教育，

营造出了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潘高锋）
新野县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近期，新野县委统战部、县民族宗教局组成宣

讲组，到汉城、王集等5个少数民族超千人乡镇开

展送民族政策法规下乡活动，现场解答群众民族

政策法规问题。（王琳琳）
新野县开展“四走进”活动
近日，新野县委统战部走进基层，体察社情民

意；走进企业，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走进学校，

与党外知识分子倾心交友；走进少数民族家庭，助

推按期脱贫。（张荣莲）

原阳县法院配足装备促执行
原阳县法院根据执行工作需要，不断完善装

备配置，自2017年以来，新增执行车辆1部、执法

记录仪、执行信息库专用手机10部，对讲机2台，

伸缩梯4个，目前执行工作共配备车辆6部，执法

记录仪、对讲机等42台，完全满足了执行工作需

要。另外2套远程指挥单兵设备和照相、录像器材

均保持良好使用状态，车辆用油及办案经费也足

额保障。（孙海洋张宏波）
农发行新乡县开展“忠诚担当守纪律发挥作

用促发展”活动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三举措开展“忠诚担当守

纪律，发挥作用促发展”主题活动。一是做到把学

习作为一种觉悟、一种责任，端正员工学习态度。

二是通过现场讲党课、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多种方式，引导员工立足实际工作岗

位，以学促进、以做提升。三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十九大报告及讲话精神、上级行专题纪要、讲

话、有关文件等，凝心聚力，发挥员工先锋作用。

（吴王伟 吕璐胡建平）

“这不是喷漆，这是喷塑！”

4月20日，在商丘市久超粮油机械有

限公司里，张久超再一次给客人介绍了粮

食机械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粮食机械的加工是不能用喷漆工艺

的，要杜绝任何对粮食有污染的细节。

“这两年环保要求很紧，不少企业都

停工了，但我这里一直都在生产，就因为我

很早就拿到了环评手续。”张久超说，2015

年，他被评为河南省环保先进个人，是当年

商丘市粮油机械行业唯一的，还是一位副

省长给他颁的奖呢！

“做人要讲诚信，做企业更要凭良

心。没谁指令，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干的，

我就觉得自己愿意干、也有能力干的事说

干就干，至于有什么名号并没有想，人不是

活在鸡蛋壳里的，自觉担当一些社会责任，

心里敞亮，是一种幸福。”张久超说。

粮油机械是一个小综行业，从20年前

做到今天，张久超的公司一年的产值也就

2000多万元。

“企业里的60来号人，多数都是搿伙

计多年的老师傅，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

张久超说，很快公司就要搬出市区到新址

生产了，包括新厂的租赁、装修，企业现在

没有一分钱外债、没有一分钱贷款。

1965年生的张久超，生活在自己的良

心世界里。

在张久超的心里，基本没
有售后服务这个概念：在我们
这个行业里，售后服务的频率
高，说明你的产品质量不过硬

每天早上8点钟，厂区的喇叭里就响

起了国歌声，这是久超粮油机械公司上班

的信号。

“我让年轻人在设备上专门设置了一

下，早8点上班、中午12点下班，下午2点

上班、6点下班，一天放四首红歌。”张久超

说，他不满意的是厂区现在条件差，早上没

法升国旗，将来搬到新厂了，早上要升国旗

的！

52岁的于从峰是宁陵县一家国企的

下岗工人，1999年他带领5个下岗工人投

奔到了同是宁陵县老乡的张久超这里：“将

近20年了，我每天都是踏着国歌的点上班

的！”

张久超的老家在宁陵县柳河镇北宋

庄，他去世的父亲是一位离休老干部，曾经

在豫东地区一家知名酒厂当过10年书记、

厂长。

“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去世时留给

我们兄妹几个的仅仅是工资卡上的4万块

钱。”张久超说，老父亲叫张家善，留下的最

大一笔财富就是这个“善”字。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产品，我们张总

就是实在，好！”于从峰说，他原来在国企的

时候，张久超到他们企业加工过粮食机械

产品，互相就认识了；后来他们的企业倒闭

了，来找张总，张总二话没说就收下他们

了。

久超公司的员工一直稳定在60人左

右，中间也有进进出出的，但老工人占很大

比例。

“在这里待时间长了，就跟自己家里

一样，公司是按照订单生产的，活儿能连在

一起，农忙了回家操持几天农活，其余时间

都在公司上班、吃住。”于从峰说。

张久超最早是做面粉机械的，“当年

商丘附近80%的小型面粉设备都是我做

的，后来把商丘风机厂买下了，才开始专业

做风机、输送机等。”张久超现在手头有17

项专利技术，同类产品全国最高水平的就

焦作一家、山西运城一家，每次去投标，基

本上就是这三家企业。

48岁的张存峰是商丘市郊区的，到久

超公司上班才5年，“我原来在一个木器加

工厂上班，2011年到久超公司，每月10号

到15号，工资肯定就打卡上了，我原来还

以为私人企业都拖欠工资呢！”

张存峰说，公司是底薪加计件，一个

月少说也三四千块钱，他儿子在南方打工，

比他挣钱多，但是比他落钱少。

“前几天，来了一车钢板，厚度少了一

点点，我们把情况给张总说了以后，张总让

立即停工，通知供货厂家重新发货，已经下

过的料都退回去了。”于从峰说。

这么多年，张久超从不干偷工减料的

事。

“严格按照图纸做，不能有一丝一毫

差错。企业要想常青，绝对不能投机，投机

就是找死。”张久超说，曾经有人询问他公

司的售后服务情况，他明确告诉人家，久超

的产品没有售后服务，因为压根就不需要

售后服务。

这种诚信的结果是：企业稳定发展，

没有回不来的货款。

可能是因为有多项专利在手吧，久超

公司还是省科技厅批准的“高新技术企

业”。

一到冬天，张久超就叫环
卫工人来公司食堂吃早餐，热
馍、热汤、热菜、鸡蛋，天天都
送到脸前头

久超公司位于商丘师院附近，张久超

又喜欢起早，他起早遇上的第一班人就是

周边的环卫工人。

“每天早上5点多钟，这些老头老婆们

都开始在马路上干活了，夏天还好点，到了

冬天，天寒地冻的，实在让人感动，我就想

让他们到我们食堂吃个热乎乎的早餐！”张

久超说。

62岁的张凤琴扫了20年马路：“最早

的时候一个月是150块钱，以后工资慢慢

涨，到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150块。”

张凤琴很满足，也有职业自豪感，她

认为“这比待在家里来牌要好得多”。

2014年冬天，张久超开始让周边的环

卫工到公司吃早餐，“当时没更多的想法，

就是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值得我尊重！”

“我们四十几口子人呢，干到7点了，

都来张老板这里吃，十来个人一桌，热馍、

热菜、热汤、煮鸡蛋，天天都送到俺脸前头，

天冷了就来吃，一直吃到腊月二十三厂里

放假，我们看见这厂里的人亲着呢！”张凤

琴说。

张凤琴说，她可能吃了，一顿吃俩馍、

俩鸡蛋，还有汤和菜。说完她自己都笑了。

张久娥是张久超的姐姐，张梅和赵巧

云都是久超公司的女工，这几年冬天，她们

三个负责给环卫工做饭。

张梅说：“我们都是5点起床，熬粥、炒

菜、切咸菜、煮鸡蛋、买馒头，到7点做停

当，大叔、大娘们来了，就开饭。”

张久超大致定了个标准：每人的早餐

标准是5块钱。

“老板经常买馍，有时为了买油条给

环卫工换换口味，他能站油条摊前等一个

小时呢！”张梅说。

60岁的环卫工张金礼说：连续几年

了，每年的冬至张老板都让他们吃饺子。

这些环卫工觉得给他们做饭的几个

人很辛苦，就约定饭后自己主动把桌子擦

干净、把凳子摆放好、把餐具洗干净。

其实一年管两个多月饭，公司也就花

一万来块钱，但看着这几十个环卫工每天

早上都能吃上热乎饭，张久超非常高兴。

齐景云是一名退休的处级干部，对久

超公司很关心也很熟悉。

“给环卫工做早餐这个事在商丘影响

很大。”齐景云说，“后来各区都跟着学。就

说久超公司附近吧，有个饭店老板就说，人

家久超公司一年管环卫工几个月早餐，咱

能不能请环卫工吃一顿饭！后来还真请

了，年年请！”

张凤琴说，除了冬天来张老板这里吃

早餐，其余时间他们都是回家吃的；这两年

情况也有所变化，现在他们每天的早餐都

是环卫队长开车送到岗位上、送到环卫工

手里的。

张久超说，环卫工人很辛苦，挣钱也

不多，冬天的早餐他会一直管下去。

陕西汉中有个退休工人
叫冯顺民，因为业务关系认识
了张久超，退休后他从陕西跑
到商丘跟着张久超干了9年，
今年4月张久超才停了给他
发补贴

冯顺民是陕西汉中的，在给当地的企

业跑业务时认识了张久超。

“好多年前了，当时冯经理来商丘做

业务，遇上了一些难题，正好让我知道了，

我就给他安排吃住，帮他联络通融，临走还

给了他路费。谁知这个事让他记住了。”张

久超说，后来老冯退休了，来商丘找张久

超，说他们陕西人最讲报恩，他可以不要任

何报酬给张久超做业务。

结果，冯顺民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

“人家陕西人是白求恩，咱河南人也

不是守财奴！”张久超说，冯顺民家庭条件

很好，当时公司就每个月给他发1400块烟

钱。

后来冯顺民因肺病回老家了，做了两

次手术，都是张久超出的钱。回家以后，张

久超也没停给冯顺民发补贴，并且每月又

涨了100块钱。

“今年3月18号，我正在山东泰安开

产品订货会，得到消息说老冯去世了，我们

立即从山东出发，连夜开车到了汉中，给老

冯料理后事。”张久超说。

令张久超没有想到的是，冯顺民临终

前把他和张久超的业务关系托付给了侄

子，要让他的侄子接班，继续冯顺民和张久

超、汉中和商丘、河南和陕西的友谊。

“就这个月，我才通知财务，停发了冯

顺民的补贴。”张久超说，这事不会到底的，

他已经想好了，每年都要给冯顺民爱人有

所表示。

虞城县有个全国劳模叫王泽林，75岁

的王泽林办了个福利院。

王泽林说：“这个福利院开了18年了，

共收养孤儿或者单亲儿童80多个，其中

40多个上了大学，有12个当兵的，张久超

是支持我最多、时间也最长的慈善家！”

每年张久超都要往这个福利院送两

次钱：中秋节一次，是让王泽林给孩子们交

学费的，一万元；春节前一次，说让王泽林

给孩子们置办东西过年的，一万元。张久

超还买王泽林生产的小磨香油，这钱是另

算的。

宁陵的张久超咋会和虞城的王泽林

联系上呢？

“应该是12年前吧，我从报纸上看到

了王泽林的报道，很感动，这样的好人我理

应去帮助他，行善不图报，好人有好报！”张

久超说。

宁陵老家的事张久超管得就更多了，

老家修路，老邻居们修房盖屋娶媳妇有困

难了，谁来商丘遇上难处了，只要给张久超

打个电话，他都会尽力帮忙。

洛宁县长水乡有个孩子叫王江怡，在

商丘师院学美术，家庭条件很差。

2015 年，王江怡毕业的时候，花了

500块钱买了材料画了两幅油画，算是毕

业作品，其中300块钱还是向同学借的。

王江怡通过熟人找到张久超后，张久

超花2000块钱买下了这两幅油画。

张久超指着放在书房里的那辆“拖拉

机”说，这就是两幅油画中的一幅。

张久超有个朋友叫阿迪，
伊拉克人，两人开始交往也是
因为真诚与实在。现在阿迪
来中国进口面粉设备，指定久
超公司来代理

张久超领导下的久超粮油机械公司

就像是一个诚、信、贤、善的原点，先有企业

员工，后是企业周边的环卫工，再远到了虞

城和洛阳，然后延伸到了河南与陕西，就像

中天的太阳一样，越温暖范围越大；谁也没

想到，这种温暖居然跨洋越海，直达伊拉

克。

阿迪是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制粉行

业的大亨，据说跟萨达姆家族还有关系。

“2005年，义乌一家商贸公司带着阿

迪来河南考察粮油机械，后来我才弄清楚，

随行的翻译不想让阿迪购河南的设备，在

郑州考察的时候，安排我给他们当司机。

尽管我也把公司的宣传彩页递给阿迪了，

但基本没交流，他说的我也听不懂。”张久

超说。

无巧不成书。阿迪回到义乌后，发现

了久超公司的彩页，一看上面的老板照片，

认出了是在郑州期间开车的“司机”，才知

道这司机居然是个老板；赶紧找人给张久

超打电话，约定第二天在义乌见面。

久超公司的销售经理叫王浩，2005年

他才25岁。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张总还在新

疆，当天下午4点张总到了新郑机场，当天

晚上7点我俩从商丘出发，开车去义乌。”

王浩说。

“我没做过美元生意，当时想，既然人

家邀请去谈，咱礼仪之邦的人，理应去谈

谈，做成做不成都没关系。”张久超说。

第二天早上到了义乌，上午在宾馆见

了阿迪。

“阿迪这次没叫翻译，我们两个就在

纸上画图、标尺寸、写价格，他认可了，就在

上面写个OK，就这样一个上午我们谈成

了50万美元的生意。”王浩至今还保留着

当年和阿迪写在纸上的东西。

这次交往以后，几乎每年久超公司都

会和阿迪有业务上的往来，包括阿迪在中

国采购其他公司的制粉设备，也都委托张

久超来办。

齐景云说。张久超就是靠着诚信，打

开了一条公司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也拥

有了自己的国际关系。

张久超说，在企业里我得为员工着

想；出了企业，我得为社会着想；出了河

南，我得维护河南形象；走出国门，我得

给中国企业长脸。总之，咱不能亏着别

人。

张久超说，他这辈子就是做铁疙瘩

的，一定要把产品和人都做得铮铮响。

张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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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张久超 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
□本报记者宋朝 文/图

4月10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

区内6座 110千伏变电站，19座 35千伏变电站，

3179台共、专变配变变压器防雷接地装置和避雷器

进行预防性试验，集中排查隐患，全面启动电网防雷

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春季、夏季是雷击电力设备的高发期。为了

确保防雷接地装置性能的安全可靠，避免雷击灾

害事故的发生，泌阳公司及早谋划，提前防范，及

时制订防雷应急预案和严格落实防雷措施，责任

细化到人，要求加强对供电区域内各级电网及输、

配电、专变台区防雷过电压专业管理和技术监督，

加大对输、配电设备防雷设施检修和技改，并采取

输、配电线路规范化管理等措施，有效防止过电压

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危害。要求各专业技术人员，

结合自身实际和地方气候特点，本着“严、细、实”

的态度，积极开展输电线路防雷保护设施的全面

检查，重点加强对接地装置的检查和接地电阻的

测量以及防雷接地开挖检查，对不符合规程要求

的接地装置和接地电阻及时处理，绝缘子爬距达

不到要求的，列入技改及时整改。按照“边查边

改”的原则，加强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和防雷装置

的检测，对发现的破损避雷器、瓷瓶及各类隐患在

雷雨季节到来前全部消除完毕。同时，积极深入

到全县重点企业，通过发放技术资料和上门指导

等形式帮助做好防雷、避雷措施，确保电网在雷雨

季节安全稳定运行。（王超）

泌阳县供电公司：为电网撑起“防雷伞”

新乡小伙儿12元独斩大乐透1900万元

截至4月23日开奖的第18046期，体彩大乐

透“6亿元大派奖”活动已进行了6期。在前6期派

奖中，头奖井喷52注，先后爆出9654万元、9921

万元大奖，固定奖派奖已送出1.48亿元，2682万人

次受惠。

头奖先后爆出9654万元、9921万元
在前6期派奖中，头奖井喷52注，单注最高奖

金为2215万元，单人最高擒奖9921万元，共爆出

2个近亿元大奖。

第18042期，重庆忠县一彩站中出10注头

奖，全部出自一张中奖彩票10倍投、30元投入的

单式追加票，单票中奖9654万元。

第18043期，北京门头沟一彩站中出12注头

奖，奖金总额为9921万元，分落两张彩票上。一

张为6倍投、18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上，单票擒奖

6105万余元；一张为6倍投、12元投入的单式倍投

票上，单票擒奖3815万余元。这两张彩票系一人

所中，总投入为30元。

第18044期，湖北十堰一位购彩者凭借一张

10+3复式追加票，在拿下1注2215万元头奖的同

时，收获一连串小奖，单票擒奖2267万元。

据悉，体彩大乐透“2元可中1500万元，3元可

中2400万元”“小额倍投可中亿元大奖”，目前，单

注2400万元头奖、单个亿元大奖尚无人中出。

固定奖派奖金额1.48亿元
在前6期派奖中，固定奖派奖已送出1.48亿余

元，2682万人次一同分享了派奖的实惠和快乐。

根据派奖规则，固定奖派奖将持续至3亿元奖

金派完为止。若最后一期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不

足以支付当期固定奖派奖奖金，则从超级大乐透调

节基金中调拨补足，固定奖派奖活动于当期结束。

眼下，固定奖派奖送出的奖金已接近派奖总

额的半数，剩余1.51亿余元，提醒还没有参与的小

伙伴们尽快“下手”了。

头奖更凶猛 固定奖派送速度提升
据统计，相比往年，今年的派奖活动自开展以

来，头奖更加凶猛，固定奖派奖速度也更快。

2016年的“5亿元大派奖”期间，前6期共中出

14注头奖，共爆出3个2400万元头奖。

2017年的“5亿元大派奖”期间，前6期共中出

43注头奖，爆出一个5370万元大奖。

今年的“6亿元大派奖”，前3期即爆出2个近亿

元大奖，奖金分别高达9654万、9921万元。前6期

头奖数量则达52注。

另据统计，今年固定奖的派奖速度，较往年也

有所提升。前6期派奖中，固定奖派送金额达到

1.48亿元，接近活动总金额的半数，2682万人次受

惠，可谓“雨露均沾”。从中也可以看出，追加投注

受到越来越多彩友的追捧。

“6亿元大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2元可中

1500万元，3元可中2400万元”，追加投注更欢

乐，固定奖奖金将比2元投注时翻倍。小伙伴们赶

紧加入吧！

（陈敏）

2018年4月25日，新乡小伙儿张先生在朋友的陪伴下来到河南省体育

彩票中心，领取第18045期超级大乐透1907万元大奖。相比其他大奖获得

者来说，张先生显得相对平静。

张先生这张中奖的彩票上，共有四注，属单式追加投注，票面金额12

元。据张先生介绍，前两注是他从体彩销售网点推荐的号码中选出的，后两

注是他长期守号的号码，这次是第二注让他幸运的斩获大奖！

据了解，张先生从体育彩票上市的第一期起就开始购买，七星彩、排列三

等都有尝试，大乐透一直坚持下来，每次购买十几元、几十元，但十几年来，多

是中些几十元的小奖，最大的一次是中得600多元的奖。这次喜中头奖，他

一开始不敢相信是真的，通过手机搜了好几遍开奖信息，最终才确认下来。

“俺媳妇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张先生说，“她平时见我经常买彩票，

唠叨的多，但行动上还是支持我的。”

小两口喜出望外，但由于还没想好奖金的处置，只把中奖的好消息告诉

了张先生的铁哥们，暂时没有让更多的人知晓。

“中大奖运气很重要，但也是长期坚持购买体彩的结果。坚持了十几年，

我一直相信自己会中！”张先生自信地说。 （卢明军）

体彩大乐透6亿元派奖
前6期井喷52注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