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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履职 一心为民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

1 出资 2亿元、建设南李庄新村，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2002 年，孟电集团成功改制，范海涛
担任总经理，他带领孟电集团积极响应
国家“上大压小、节能减排”政策，作为

“全国完成关停 1000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
目标的主会场”，于 2007 年 10 月 26 日，主
动将 8 台小火电机组全部爆破拆除。为
提前两个月实现当年全国的节能减排目
标，和温家宝总理向世界的承诺——“十
一五期间淘汰 5000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8 台小火电机组的爆破，不仅使孟电
集团损失 10 多亿元，还使原热力公司
1000 多名员工失去工作岗位。为了稳定
社会和员工情绪，范海涛在全体员工大
会上承诺：企业不会放弃每一名员工，将
对大家进行内部分流安置，不拖薪不欠
薪，停产期间工资、福利照发。目前孟电
集团总投资 26 亿元的两台 30 万机组已
经全部投产，脱硫脱硝同步建设，每年可
节约原煤 42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1.5 万
吨，对全市进行零利润集中供热，可关停
165 台小锅炉，同时出资 8500 万元收购日
处理 5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对辉县市环境
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014 年又
投资 9000多万元，对电厂环保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改造后可达到超低排放。群众都
说，辉县再现碧水蓝天，孟电功不可没。

孟电的 30万机组并网发电后，因为煤
电价格“倒挂”，发电越多赔钱越多。范海
涛说，电厂这样的企业牵连着千家万户，
关系着河南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就是
赔钱再多，也要坚持发电。2008 年，范海
涛被评为“感动中原十大人物”，颁奖词中

这样写到：为了碧水蓝天，他将 10 多亿资
产付之一炬；为了家乡繁荣，他频施援手
帮扶父老乡亲。牺牲自身巨额利益造福
乡梓，范海涛，用行动诠释了民营企业的
舍与得，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良心。

孟电集团从创建时就成立了党组
织，于 2006 年 9 月 18 日成立党委，现下设
5 个党支部、27 个党小组、202 名党员。企
业内部实行党委领导班子与管理决策班
子交叉任职制度，其 9 名董事会成员都是
中共党员，并担任集团党委委员；集团 25
名高管人员也都是党员，分别担任着所
属公司的党组织负责人。在关键岗位设
立“共产党员责任区”、“共产党员示范
岗”，实行共产党员挂牌上岗。大力开展

“双培养”活动——每年把党员培养成技
术骨干 10 名，把技术骨干培养成党员 10
名。在工资中专门设立“党员津贴”（每
月 10 元钱），时刻提醒着共产党员光荣的
身份。集团困难党员子女上大学，可申
请“ 专 项 教 育 基 金 ”，党 委 将 协 调 解 决
2000 元—3000 元。历年来，集团在选拔
任用干部时，都坚持一条原则，首先从共
产党员中择优挑选，使党建工作与企业
经营管理实现了“同频共振”。2011 年，
河南孟电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孟电集团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积极
谋划自选动作，出台了活动实施方案和企
业八项规定，观看教育影片，撰写心得体
会，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深入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认真召开民主生活会，凝聚了干事

创业的强大合力。同时，要求全体党员干
部要以上率下，办好事、做实事，争做“脑中
有思想、眼中有目标、肩上有责任、胸中有
激情、腹中有度量”的“五有”干部；广大员
工要立足本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当“讲党性、讲政治、讲道德、讲责任、讲
文明”的“五讲”员工，传递社会正能量。

范海涛不仅重视孟电的党组织建设，
还对社会上的特困党员关爱有加。投资
80多万元，建立新乡市村级后备干部培训
基地，为全市培养了 1000多名村级后备干
部；捐赠 2000吨水泥支持新乡市村级党组
织活动场所建设；他主动交纳 10万元特殊
党费，支援汶川地震灾区；每年投入 30 万
元，帮扶全市 102 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
特困党员，共为“老党员”修建住房 10 余
间，帮助解决党员子女就业、就学 20多人。

长垣县黄河滩区老党员牛合群，三
大战役参加过两次，战功卓著。牛合群
与老伴相依为命，膝下无儿无女，退伍后
住 在 土 改 时 分 配 给 他 的 3 间 破 庙 里 。
2006 年农历腊月初一，范海涛专程去为
老人过生日，看到老人所处的家境，痛心

地暗暗落泪。他一回到企业便派人给老
英雄丈量房基，设计图纸，几个月后投资
4 万多元的新房子建成，老人在宽敞明亮
的新房里安度晚年。

获嘉县位庄乡王治村老党员王光
连，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战争，有 16 枚军功章，抗美援朝胜利
后，身负重伤、感染肺病的王光连响应号
召，义无反顾地复员返回家乡。范海涛
看到老人身上累累弹痕，眼含热泪说，

“您为解放新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
力所能及地为您做些事，是应该的，我们
要向您学习致敬。”

范海涛对这些老党员的子女就业，
更是关照。卫辉市狮豹头乡东沟村西后
庄村老党员马秀英，她的孙女李亚兰高
考落榜后一直在家待业。 2008 年春节
后，范海涛把李亚兰安排到孟电集团热
力公司上班。

范海涛认为这些新中国成立前的老
党员，为革命事业出过力、作出过贡献，
是革命功臣！帮助他们就是为党分忧，
为社会解难。

●● ●● ●●

作为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村民向贫困宣
战，出资 2亿多元，多措并举促进群众增收致富。为南李庄
351户群众每户无偿建造一套 270平方米—290平方米的叠
加别墅；在建新村节约下来的土地上，为村里建成了服务
中心、家居建材城和农贸市场，让南李庄实现了“村中无闲
人，人人有活干”；把新社区四周的门面房和建材城的租金
收入全部留作村集体财产，该村人均年收入从 1000元增加
到了 3万元；建成了社区敬老院，使全村老人在住有所居的
基础上，实现了集中养老、就近养老。

作为民营企业领头人，他为了“碧水蓝天”的承诺，舍弃
10多亿元资产，主动爆破 8台小火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7.5
万千瓦），建成两台 30万千瓦热电机组，带领孟电集团在淘

汰落后产能中实现了科学发展，企业固定资产从改制前的
2.5亿元发展到现在的 50多亿元，上缴国家税金也由改制前
的800万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2亿多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把群众的需求牢记心间。近年来，主动帮扶新乡市 102 名
新中国成立前特困党员、建成新乡市后备干部培训基地、
为贫困村修路打井、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关爱社会弱势群
体等，投入公益事业资金 2.5 亿多元，他从来不计个人得
失，只为了群众能说一句“共产党好”！

他就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南李庄
村党支部书记，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海涛。

南李庄村位于辉县市区南郊，虽地处
城 郊 ，却 一 直“ 守 着 黄 金 地 ，过 着 穷 日
子”。村民多以种菜为生，人均年收入不
足 1000元。村里进出只有一条路，东高西
低，坑洼不平，污水横流，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脚泥，60%以上的房屋还是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所建的土坯房，贫困的生活条
件，一度让村里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

范海涛出生在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
书记世家。父母亲均担任过南李庄村党
支部书记。家庭的影响、父辈的教育，养
育了他朴素的政治信仰——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

2008 年，范海涛当选南李庄村党支
部书记，他先是自筹资金 80 万元，为村里
打深水井，为每户架设自来水管，使 300
多户村民告别了世世代代吃水难的历
史；又筹措资金 10 多万元，把村里通向城
里的主干道拓宽后铺成了水泥路面；出
资 6 万元修建了健身活动场地；拿出 8 万
元帮助全体村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一连
几 件 事 情 办 下 来 ，全 体 村 民 都 非 常 高
兴。可是范海涛仍不满足，他觉得投入
的 100 多万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李庄
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走访群众的过程
中，他看到有的村民房子漏雨严重，房顶
盖着塑料布，有的几乎坍塌，已成危房。
作为一名村支书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在
孤寡老人申玉贵家，他看到老人住在土
坯房里，屋内阴暗潮湿，连一件像样的家
具都没有，墙壁被煤火熏的黑乎乎的，从
房顶的窟窿和窗户刮进阵阵寒风，老人
期盼的目光和泪水让他心痛不已。这都
啥年代了，群众还住这样的房子，自己作
为一名村支书不称职。在深深自责的同
时，他下定决心要带领南李庄人向贫困
宣战，决不能让贫困代代相传。

2010年春节，范海涛借着向村里老人
拜年的机会，谈了自己的想法，征求了群众
的意见。他说，由于我们村地势低，先后遭
遇过 3次水灾，把整个村重新规划，拆迁改

造，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好盖房难等问题。
面对群众渴求的目光，他决定由孟

电集团出资 1.6 亿元，为南李庄 351 户村
民每户无偿建造一套 270 平方米—290 平
方米、具有 34 根防震柱的“叠加别墅”，全
体村民积极响应，全村仅用了 5 天时间就
拆迁完毕。建设过程中，孟电集团为每
户群众发放住房周转补助金 1800 元。新
村 8 个月时间全部建成，实现了当年拆
迁、当年建设、当年入住的目标。建成的
南李庄社区天然气、暖气、宽带等设施齐
全，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医疗室、图书室、
治安室等公共设施，极大地满足了群众
的现代生活需求。

范海涛说，不仅要让群众住上好房
子，还要让他们过上富裕、和谐、有尊严
的好日子。他把新村四周的门面房交给
了村里，200 多万元租金收入都归村集
体。2011 年，再次出资 3000 万元，在建新
村节约下来的土地上，建成了服务中心
和家居建材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300
多万元，为村民提供 500 个就业岗位。村
里年轻人有就业意愿的都在孟电集团上
班，40、50 人员就在建材城就业，力所能
及地做物业、保安等工作，南李庄实现了

“人人有活干，村中无闲人”。群众都高
兴地说：“美丽村庄是我家，农村不比城
市差。”

乔迁新禧，村民郑玉林特意选在社
区落成这天迎娶儿媳妇，他家门前的对
联是专门请人撰写的，上联是：进社区住
别墅兴高采烈，下联是：感党恩报梓里共
享成果，横批“共产党好”。范海涛见了
高兴地跟玉林说：“只要能听见老百姓说
共产党好，我就满足了。”

村民连印山 90 多岁的老母亲在村口
拉着范海涛的手说：“孩子啊，你是咱村
的顶梁柱、主心骨，你可别整天光顾着
忙，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咱全村人都指
望着你呢！”范海涛当时眼眶就红了。他
说，人人心里有杆秤，老人话语里传递

的，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是对他的认可和
肯定，能得到老百姓的一颗心，就是付出
再多也值得。

2013年，范海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提出了“农村老人集中供养”的建议，
他随后就出资 250 万元，为南李庄社区建
成了高标准的“敬老院”，敬老院建有医疗
室、活动室，每个房间都装有报警器、热水
器、闭路电视、电话等。村里 70 岁以上的
老人都可以住进来安享晚年。原来范海
涛考虑的是让老人免费入住，可是村上开
党员会议研究时，有人提出“要是一分钱
都不用拿的话，子女怎么尽孝心和责任
呢？”经过党员和群众代表共同决定，每个
老人每月仅交一半生活费，其他费用均由
村里补助。孤寡老人申玉贵入住后激动
地晚上睡不着觉，他说没有想到快入土的
人了，跟着海涛还能过上这样好的时光。
86岁的赵重魁老人高兴地说，敬老院里请
有厨师，饭菜是专门给老年人设计的，一
周之内天天不重样儿。铺的盖的都是新
里新表新棉花，这可真是幸福院啊！

2014 年春节前，范海涛为敬老院的
老人们每人添置了一身唐装，整个敬老
院喜气洋洋。考虑到有的老人春节不想
回家，有的孤寡老人无人照顾，范海涛征
求大家的意见后，安排敬老院的工作人
员和老人一起过春节。大年初一一大
早，南李庄敬老院就热闹起来，全村的年
轻 人 成 群 结 队 来 到 敬 老 院 ，给 老 人 拜
年。范海涛中午下厨，为老人们做了丰
盛的饭菜，跟大家一起过春节。92 岁的
艾秀英老人说：“海涛给我布置了个任

务，叫我活到一百岁！我可得照顾好自
己，好好活，得完成任务才中！”

平日里，范海涛很关心群众的健康问
题，经常找来医生为老人检查身体，还为
全村人交了合作医疗费。南李庄人在他
的感染下，文明素养也有了很大提高，家
庭更加和睦，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孝亲敬
老、助人为乐、勤俭节约之风遍及社区。

2014年，南李庄社区被确定为新乡市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地，
进一步增强了南李庄党员干部的责任心
和荣誉感，掀起了“以党风、作风的转变，
带动社风、民风的转变”的高潮。该社区
专门成立了党群服务站，全体党员义务轮
流值班，力所能及地为群众提供好服务。
建立便民服务 110 平台，配备便民服务专
用车，解决群众需要求助的突发难事。实
施党员认领岗位承诺服务，处处体现党员
干部的先进性。开展星级文明户、文明家
庭评选活动，建设道德文化墙、图书室、健
身场地，出台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
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南李庄群众文明素质显著提升，拥护党、
信任党、感恩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同时，
范海涛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
为南李庄规划建成了家居建材城二期工
程和农贸市场，该村村民每年人均可再增
收 1 万元，达到 3 万元。农村表现最为突
出的“盖房难、致富难、养老难”这“三大
难”，在南李庄村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南
李庄村从远近闻名的落后村变成了全国
文明村。

爆破小火电、损失 10多亿元，
兑现碧水蓝天的承诺2

投入公益事业 2.5亿元，
回报社会，服务群众3

范海涛常说，企业的性质可以改
变，但共产党员的身份永远不会变。
孟电集团是在党的政策引领下发展起
来的民营企业，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
与履行社会责任并重同行，一定要回
报社会、服务群众。

近年来，集团先后投入 200 多万
元，设立专项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教育
事业，资助了 400 多名贫困学生圆梦大
学；出资 80 多万元，为辉县市南村镇南
村东村修建蓄水池，解决了长期困扰
该村的人畜饮水问题，提供了发展高
效农业的平台；积极支持灾区建设，共
向玉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 165 万元；
连续七年每年出资 50 万元，帮扶新乡
市贫困职工等，近年来，累计投入公益
事业资金 2.5 亿多元。

2013 年 9 月，范海涛在北京参加
“全国道德模范”颁奖期间，听说新乡
市评选出的“最美新乡人”中，有一位
可亲可敬的残疾妈妈任少云，用没有
双腿的高度残缺身体，支撑起了一个
毫无血缘关系的困难家庭。他当即与
活动主办方联系，表示要和这位“最美
妈妈”结成帮扶对子，资助她的女儿完
成学业。几天后，从北京回来的他顾
不上回家看看，就前往获嘉县后李村
看望任少云，为她带去米、面和 5000 元
慰问金，看到她家的房子破旧、漏雨严
重，又拿出 18 万元，为其购置新房，改
善了她的居住环境。2013 年腊月二十
六，范海涛抽出时间，带着和好的面、
饺子馅，和给他们全家人买的新衣，来
到任少云家里，跟她们一起包饺子，迎
新年，把一家人感动得热泪横流。范
海涛说，关爱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不只
要给他们物质上的帮助，还要给予他
们精神上的力量，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范海涛参加过“全国道德模范”颁
奖仪式，在往河南省委去的中巴车上，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谢宇慧正
好坐在他身边，当他得知谢宇慧的母
亲因病去世，小姑娘边照顾瘫痪的父
亲边上学，家庭开支是靠低保和学校
救济维持的事情后很感动，就趁她不
注意，把包里的 1 万元钱偷偷地塞到了
她的外衣口袋里，不料被她发现了。
范海涛叮嘱她，这是给她爸爸的治病
钱和生活费，感动得小姑娘泪水盈盈。

孟庄镇路固村村民徐晓红（化名），
带着瘫痪的前夫改嫁到现在的丈夫家，
丈夫又因车祸成为残疾，一连串的不幸
使这个特殊贫困的家庭失去了生机和
希望，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仅靠徐晓红开
三轮车跑出租维持。范海涛心肠软，听
不得别人受苦。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带
着钱物去看望徐晓红一家，对他们进行
帮扶和慰问。前年，徐晓红的儿子考上
了大学，范海涛连续三年送去助学金。
去年春节前，范海涛带着米面油和慰问
金来到徐晓红家，坐在其前夫的病床前
拉家常，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当他听说

这家人好几个春节都没有吃过牛肉，又
安排工作人员送去了牛肉、猪肉等过节
慰问品。春节后，徐晓红送来了感谢
信，信上说，这是十几年来他们过的最
好的年了。

孟庄镇孟庄村 10岁女孩赵佳丽（化
名），父母不幸去世，跟着奶奶生活，日
子比较艰难。范海涛交代身边工作人
员，要把这一老一小的生活安排妥当。
有一天，佳丽的奶奶跑到办公室找范海
涛，给他送来了一小袋糖。范海涛感动
得不行，送别老人时，给老人手上塞了
1000元，老人死活不要。老人说，“我不
是来要钱的，我是来感谢你的，你把我
们老的小的照顾得这么好，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范海涛对老人说：“我
是党员，你们的日子过不去，我身上就
有责任。以后有啥困难，就找我范海涛
吧，共产党不会看着任何一家人生活过
不去！”春节前，范海涛收到了一条佳丽
奶奶发来的短信：您的爱心和关怀给我
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让我们知道了社
会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绝不辜负您的
爱心和关怀，一定会坚强自立生活，为
社会减轻负担。

范海涛还在新乡市社会福利院建
立以援孤助残为宗旨的“爱心屋”，连
续三年每年注入 10 万元爱心资金，并
捐赠一部价值 10 万元的救护车。

他说，一个企业没有社会担当不
是一个合格的企业，一个企业家没有
责任心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我们
应该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才能更好
地为社会作出贡献。

在范海涛同志的带动、影响、引领
下，正能量在传递，帮贫济困、乐于助人
蔚然成风。在今年辉县市第二届“道德
模范”评选活动中，孟电集团员工郭鹏
飞被授予“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称号，孟
电集团员工张振贤和南李庄村民王泽
华获提名奖。孟庄镇后田庄村王国芳
曾是孟电集团员工，在孟电入党后，回
村任支部书记，他致富思源，回报乡亲，
为群众建设了休闲娱乐场地，深受群众
好评。他说，“范海涛是我人生中的老
师，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为群众服
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3年，范海涛光荣当选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先后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百余
项荣誉称号。2012 年 8 月他荣登“中国
好人榜”，当选“敬业奉献”好人。新乡
市委和辉县市委先后作出了向范海涛
同志学习的决定。

范海涛同志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爱党，就要为党做点事情；爱乡亲，
就要富一方百姓；爱社会，就要奉献一
片爱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范海涛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
党员的铮铮誓言，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
对党和群众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李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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