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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万里

行

吴捷辉：以诚立身 以信行商
本报记者 廖冬云

民间有句话“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
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商。”从古至
今，在纵横捭阖的物资市场里，自然不
乏潮商的身影，吴捷辉就是其中之一。
1988 年，年仅 24 岁的他只身离开
了老家广东省揭西县，来到新疆奇台打
拼。三年过后，他揣着 500 元钱，赊了
一间 13 平米的土房子，开办了“广联商
店”。从此，吴捷辉走上了经商创业之
路，
“老广”也正式走进奇台县老百姓的
视线。他始终恪守潮汕人做生意的八
字方针“薄利多销、诚信经营”，通过数
年打拼，生意越做越大，在县城创立了
广联六福超市。
记者在广联六福超市看到，他的超
市商品上全部带有“广联专营”的标签，
标签上的单价和服务电话一目了然 。
吴捷辉解释说：
“ 贴标签就是为了让消
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如果买到假冒伪劣
产品也方便顾客投诉，有些人觉得我是
多此一举，在我看来宁可苦了自己也绝

不欺骗消费者。”吴捷辉认真地说。
吴捷辉的超市旁就是奇台县人民
公园，记者在公园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
冯世辉，他表示，身边的朋友买贵重的
物品都会首选广联六福超市。冯世辉
说：
“广联六福上架的商品质量可靠，并
作出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从他那买东西
我们都放心。”
多年来，吴捷辉始终恪守着“诚信”
二字，卖给顾客的货不缺斤少两，更不
会以次充好；到市场或厂家进货，货款
及时付清，绝不拖欠或赖账。吴捷辉还
经常提醒同行，做生意要规规矩矩，不
能搞投机，影响声誉。正如他自己所说
的，做生意不能搞一锤子买卖，要讲究
有“回头客”，这样就不愁赚不到钱。
说到信用，吴捷辉讲了他的一次经
历：2002 年 3 月，他从乌鲁木齐小商品
市场上购买了价值 20 余万元的鞋帽到
奇台代卖。刚到奇台市场时，鞋帽销路
一直很好，然而，由于受市场行情影响，

没过多久，这批鞋帽价格迅速下跌，还
剩下一半时，就无人问津了。眼看着 10
多万元将付之东流，他痛心万分。在这
种情况下，他想到的首先是按期将货款
及时汇给乌鲁木齐的鞋帽经营户。事
后，那位经营户说：
“‘老广’这个人讲信
誉，跟他做生意放心。”
还有一次，
“ 老广”给奇台县碧流河
镇西戈壁村陈晓龙的商店送货，回家一
算账，陈晓龙多付了 50 元钱，他又专门
折回去退给对方。有一年春节，顾客把
装有近万元现金和重要证件的包落在
了“老广”的超市里，
“老广”想方设法联
系到该顾客，将钱包归还，失主感激万
分，第二天送给“老广”一面写着“诚信
待客、品德高尚”的锦旗。
“老广”正是靠着诚信经营的可贵
品质，将自己的事业一步步做大做强。
他以德立身 ，实现了信 誉与利润的双
赢。

10 月 8 日，吉木萨
尔县大有镇组织开展
社会公益日活动。图
为爱心公益团队在幸
福互助院为老人检查
生态。
马国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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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园区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常鹤露、通讯员姚杰
报道：
近日，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召开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园区各部门、辖区各
企业、农场、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共计
130 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安全生产
严格执法十项措施》文件精神；通报了
2018 年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和
辖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
况。
会议要求，各部门及辖区单位要充
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增强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强化监督，
开展安全生产重
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要根据消防领域、
危险化学品领域、旅游领域等行业特点
加强监督管理，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要严管严控、强化措施，
确保园区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平稳。

石梯子乡备足“冬粮”
确保牲畜越冬
本报讯 通讯员霍尔兰报道：目前
正是饲草料储备的黄金时期，呼图壁县
石梯子乡积极做好饲草料储备工作，全
力构建牲畜越冬“安全网”，确保牲畜安
全越冬。
日前，笔者在阿苇滩村牧民努尔哈
西的院子里看到，一摞摞青贮玉米、苜蓿
整齐堆放。努尔哈西是阿苇滩村有名的
肉牛育肥户。从麦收时节，他就开始拉
运饲草料。努尔哈西告诉笔者，为做好
冬季肉牛育肥工作，他已买了 10 吨玉米
和 5 吨麸皮，
近期还准备再拉 20 吨糖渣。
石梯子乡是一个畜牧业为主、农牧
结合的牧业乡，牲畜安全越冬，接冬羔是
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确保牲畜安
全越冬，石梯子乡积极动员农牧民储备
各类作物秸杆，发挥青贮窖作用，动员农
牧民开展饲草料深加工，大力推广“长草
短喂”
“短草槽喂”等饲草调制加工技术，
提高草料利用和牲畜采食率。

五彩·兰州湾文化广场
揭牌

奇台县冬季供热工作准备就绪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为了
确保今年冬季供热安全稳定运行、城镇
居民温暖过冬，奇台县住建局将冬季供
热工作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任务之一，
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职能，超前谋划，对全
区域内的换热站设备进行维修、保养，
并
对换热站内电线、线缆及配电柜等进行
了改造，目前各供热站点检修、保养、整
改工作已完成，冬季供热工作全部准备
就绪。
10 月 9 日下午，笔者在天山电力奇
台能源有限公司主控中心看到 ，热网
首站循环泵已开始热网加热 ，技术人
员正加班加点进行热源循环系统的调
试。

“为了保证冬季供暖，
今年公司新建
了一座备用煤场，储煤量已增至 12 万
吨，可满足今冬供热区域住户的需求。”
天山电力奇台能源公司供热办主任赵杰
说。
据介绍，今年奇台县城区供热面积
为 800 万平方米，其中居民供热面积 760
万平方米，主要由 153 个供热转换站承
担供热任务。今年以来，全县各相关部
门和供热企业提前谋划，在保证热源稳
定、热网高效、促进管理升级上狠下功
夫，为今冬供暖做好了准备。
“我们星光片区现在供热面积是
204 万平方米，经过夏季检修，对供热
设备进行了维护保养 ，并于近期完成

管网注水工作。奇台县金奇阳光供热
有限责任公司星光片区负责人王全文
说。
为 确 保 按 时 保 质 保 量 供 暖 ，奇 台
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委派专人盯办，
详细摸排情况 ，现场办 公协调解决问
题，要求各供热企业、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积极做好今冬供暖各项工作。
奇台县金奇阳光供热有限责任公
司总工程师李坤说：
“ 为了保证 2018 到
2019 年 的 供 暖 任 务 ，公 司 在 夏 季 展 开
了全面的检修工作 ，对 在上个采暖季
发现的一些供热问题进行了集中整
改。 目前 ，公 司已完成 供热系统调试
工作。”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甫报
道：
10 月1 日，
玛纳斯县兰州湾镇二道树窝
子村“五彩·兰州湾”
文化广场正式揭牌。
“五彩·兰州湾”文化广场是福建省
莆田市对口援疆项目，总投资 500 万元，
莆田市为该项目注入援疆资金 100 万
元。该广场集休闲娱乐、参观学习、推广
民俗文化为一体，既可以作为发展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教育阵
地，
更是丰富了当地村民的文化生活，
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平台，受到
了当地村民们的广泛赞誉。
揭牌仪式结束后，村民们还参观了
民俗文化展馆。展馆内展品丰富，既有
过去的农村生产生活用具、根雕、剪纸、
民间工艺绣品等，还有一些红色藏品。
“文化广场的建成，
不但为我们老百姓提
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宣传了二
道树窝子村的历史文化特色。如今，村
里也有了自己的民俗文化展，心里非常
高兴，我们要把这些优秀的民俗文化遗
产传承下去。
”村民杨玉兰激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