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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赤子情深望乡梓，踊跃筹
款报母校。春华秋实硕果丰，
桃李芬芳鸣琴江。这是五华
县水寨镇梓皋学校对薛锡辉
校友长期以来致富不忘回报
家乡学校的赞颂。

十多年来，薛锡辉情系家
乡教育，积极与校友刘红龙、
刘朝霞、罗展辉、刘东成等一
批热心乡贤，成立校友基金
会，教育振兴。用自己的正能
量推动了梓皋学校及家乡各
项事业的发展。

系列报道之四

系列报道之八

薛锡辉 赤子情深望乡梓 履职尽责当代表
记县人大代表、深圳市德方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锡辉

●信息来源：五华县人大办
撰写图文：本报记者丁文茂 陈利燕

宝剑锋从磨砺出

“磨砺就是人生的最好财富，
只有将压力化为动力才能成为赢
家。”薛锡辉经常用这句话勉励自
己及身边的亲朋。薛锡辉刚从梓皋
乡村出来时，怀揣着梦想和仅有的
几千元，先后从事再生资源回收、摩
托维修配件行业。经过几年的打拼
和积累，2006年开始涉足房地产物
业、建筑工程领域，相继投资了酒
店、宾馆等，2010年为了更好的整合
资源，成立了深圳市德方元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是以房地产、
实业投资、工程建设综合一体化的
股份公司。旗下有：华锂科技、京德
事业、景顺物业等，公司自成立以
来，一直秉承“厚德载福，诚信筑家

“的核心理念和“共创、共赢、共享”
的宗旨。奉行“以客户为尊，以服务
为本的经营方针”，用心做事，诚信
做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薛锡辉用
自己的坚持与激情不懈奋斗，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事业蒸蒸日上。

踊跃筹款报母校
他乡不似故乡亲，吃水不忘挖

井人。薛锡辉在生活初步得到改善
时，便开始支持社会公益慈善，2004
年以来，陆续开始支持家乡修路、建
桥、教育事业及学校建设。

面对梓皋学校教学设备比较落
后的情况下，在 2011年，薛锡辉和
其他校友的共同倡议下成立了“梓

皋学校校友基金会”，校友基金会
除组织捐资奖教奖学外，还带动广
大校友乡贤为学校建设塑胶跑道、
足球场、篮球场、重建校门、树立孔
子雕像、建设图书室，为母校种树，
为学校赠送办公设备、教学设备、校
园视频监控系统等。

众人拾柴火焰高。至目前不完
全统计薛锡辉个人和公司捐资 100
多万元，并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多
方奔走发动校友筹资，共同为学校
创强及校友公益基金筹资 500多万
元。每年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暨颁
奖典礼，奖励教师 368 人次、学生
549人次，发放奖教奖学近 60多万
元。实现了奖教奖学基金零成本管
理。

如今，梓皋学校的校园环境、教
学设施都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教学
质量也显著提高。

履行代表尽职责
薛锡辉说：“人大代表代表人民

的利益和意志，所以我们要积极履
行代表职责和担当。”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繁忙的商
务活动之余，经常抽空往返 300公
里外的家乡联络乡谊了解乡情、倾
听老百姓的心声。他把村民提出的
一些建议和需求都一一记录在本子
上，然后细心整理，在每年召开代表
大会的时候，针对性的提出一些结
合实际，贴合民生的建议与意见。

这几年来，他特别关注教育板
块，2016年 2月他结合梓皋学校的
师资情况，为了村里学校的师资能
稳定，向好发展，提出《增加教师编
制名额，增强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的

建议。这一提议经过薛锡辉与相关
部门几番商议后得到了认同，最后
争取到了七个名额。教师队伍建设
工作得到关注与支持调动了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促进了梓皋学校的教
育事业健康和谐发展。同年 11月，
提出关于解决农村用电不畅的问题
的建议。2018年 1月，关于加大对
农村的普惠宣引和文化宣传及进一
步完善村规民约加强遵守的原则性
约定的建议。

多年来，薛锡辉十分关注教育
事业、改善村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打赢脱贫攻坚等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积极提出建议议案。
薛锡辉告诉记者，自己在平日

里，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协助
镇村做好相关农村各项工作的推
进，加强村规民约细节性的实施推
动，对于违反村规、村风、民风的现
象，主动积极配合政府妥善处理。
还处处以身作则带好头、做表率，他
在自家宅基地建房时就带头在规定
范围外再多留出一米多的距离，以
便往后村里扩宽路面。薛锡辉这一
举动既为良好的村风民风起了重要
作用，村民都照着他这样做的话，能
最大程度上保障好自己的利益。

罗泉旺：践行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信息来源：五华县政协文史委
撰写：中国政协报特约记者/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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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札记：“政协委员不仅是

一种荣誉,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我们需要一种责任—将政协事业

当作自己的事业，了解民众期盼，

洞悉百姓诉求，反映群众呼声，为

人民的利益鼓与呼。”

这是五华县政协委员、深

圳市源旺装卸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罗泉旺的一番肺腑之言。

他的魅力在于对国家、对社会

感恩，特别是对家乡的感恩和

回报的深厚的桑梓之情！

千里回乡携手疫情防控
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无情疫情

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1月31日,在《五
华县政协致全体政协委员的公开信》发
出后，五华县政协委员、深圳市源旺装
卸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泉旺第一时
间从深圳驱车 300公里将 1000只防护
口罩送到五华县岐岭镇，将5000元防控
资金送到罗经村委会。

在接受《中国政协理论与实践汇
编》的记者采访时,罗泉旺说：“疫情就是
命令。疫情无情，人间有爱，社会各界
伸出援手，助国渡危难。自己作为一个
外出创业的企业家和政协委员，更应在
此危难时刻践行一名有时代责任感的
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在疫情面前，
携手同心，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
署要求克服困难，尽己所能协助党和政
府认真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记者赴实地釆访中,岐岭镇罗经
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罗国文介绍说：

“罗泉旺不但亲自参与一线防控工作，
并且还个人出资数万元，购买了相关消
毒设备、消毒药水等防控物资，第一时
间送到了村里防控一线。在疫情发生
后，罗泉旺从深圳赶回来，把煲好的老
羌老艾水送到罗经村出入口疫情防控
点治安联防队岗亭，并带头为进出村里
的人员量体温，对值守点进行消毒，使
得防控工作开展及时、措施得力，严防
死守，确保村民安全”。

梅花香自苦寒来
闯深圳创大业是多少热血男儿的

梦想。1981年,高中毕业的罗泉旺来到
连平县公路局接父亲的班成了连平县
公路局的一名工人。七年后，怀着外出
创业梦想的罗泉旺辞去连平县公路局
平稳的工作，东拼西凑借了 8万块买了
台东风卡车来到深圳蛇口港，帮人拉
货，就这样走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1996年,罗泉旺来到五华县劳动局在盐
田港设立的五华装卸服务公司任车队
长，负责公司近百台各种大型装卸机械
和拖车的管理工作。2006年，罗泉旺投
资500万元注册成立深圳市源旺装卸服
务有限公司，主营港口货运。公司成功
投入运营后，罗泉旺借鉴外国港口货物
装卸运输公司先进管理模式，在购进先
进装卸运输机械设备的基础上，加强企
业制度建设，以制度管人，用完善严格
的规章度管理。2017年,罗泉旺又将公
司注册资金扩大到1000万元，扩大公司
业务以适应市场发展。

罗泉旺以诚信为人、诚信处事的客
家人的优良品德赢得人们的信任，许多
老板对他的评价是：“这位客家仔厚道、
踏实，和他打交道放心”。 罗泉旺凭着
一股对事业契而不舍、自强不息和顽强
拼搏的精神，以其耿直诚信和依法经营
闯出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

履职尽责回馈社会
在记者的心目中,像罗泉旺这样的

“大大佬”级别的老板,他的家肯定是气
势磅礡的豪华山庄别墅,而令记者吃惊
的是记者心目中明罗泉旺的“豪宅”竟
是一座占地才100多平方正搭着脚手架
维修的建造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表装
修简陋的三层小楼房！面对这座己有

三十多年之久的普通建筑，前面是路面
宽阔笔直的罗经村中心大道—罗经大
道。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罗国文指着
这条路介绍说：“罗经大道是罗经村进
出的必经之路,升级前路面狭小弯曲坑
洼不平,严重影响村里群众的生产生活,
行路难成为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
民脱贫奔康的最大难题。在村道改造
过程中碰到资金困难，工程进展缓慢。
罗泉旺闻讯后主动从深圳赶回来找到
村领导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独自承担
工程建设缺口资金，捐助100多万元,使
罗经大道施工建设圆满顺利如期竣工
验收。

饮水思源，罗泉旺以感恩之心积极
回报社会，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
十多年来，先后为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捐
助善款近300万元。

当选县政协委员后，他经常深入到
各界别群众中调研,倾听群众呼声、了解
群众疾苦, 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向党委、政
府反映群众迫切诉求与愿望。他多年来
坚持在政协会议上就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健全社会保障机
制、改善优化投资环境以及住房、物价、
教育、医疗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
题，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或提案。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老家五华县，只
要是有助社会文明进步的活动，罗泉旺
都尽力参加。他常对公司员工和家人
说：“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事业有所
成就，全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
就没有我的今天。支持家乡建设，回报
国家和社会是每一个人特别是像我这
样的企业家应承担的义务。”

本报讯 为加强我县机关企事业
单位广大干部职工体育锻炼提升体质，
全面助力复工复产，我县在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29日晚上，2020年
我县第五届机关企事业单位足球联赛
开幕式在横陂足球小镇正式开赛。

记者在赛场上看到，时隔几个月的
赛事叫停，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前提下，
继乡镇杯开赛后，机关企事业单位足球
赛也重新元气回归，良好的场地、适宜
的天气让各参赛队员都显得格外兴奋、
状态上佳，清晰的技战术、细腻的传控
和精彩的射门也不时上演，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喝彩，充分体现了我县机关企事
业单位广大干部职工的团结拼搏的良
好精神风貌。

据了解，本次比赛时间从 6月 29日
到 8月 31日，本次赛事采用 7人场 8人
制男子足球比赛，每场比赛 70分钟，上
下半场各 35分钟，由县委组织部、检察
院、财政局、公安局、科工商务局等20支
参赛队伍按抽签单循环进行，历时近两
个月，共 190场比赛，约 300名运动员参
加，共同角逐冠军宝座。

机关企事业单位足球联赛经过几
年的连续举办，规模和影响力逐年扩
大，不仅为我县的足球爱号者提供了一
个感受足球魅力、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的良好平台，还有助于进一步培育朝气
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深受广大
职工群众的喜爱。

（吉文波 胡佳敏）

掌上梅州讯 历时近9个月，经过
693场的较量，2019－2020年度五华县
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暨“县长杯”足球
赛，于近日在我县横陂足球小镇落
幕。在这次比赛中，安流镇中心小学
一鸣惊人，夺得两个冠军，一个亚军，
成为最大赢家。

五 华 县 校 园 足 球 四 级 联 赛 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开赛，比赛设幼儿
组，小学男、女子组，初中男、女子组，
高中男、女子组，全县 58 间学校、8 间
幼儿园的 137 支球队 2055 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其中小学、初中组的比赛
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为赛区制
（南、中、北三个赛区），采用双循环主

客场制，前八名的球队集中到五华县
横陂足球小镇进行第二阶段的总决
赛，整个赛事进行 693 场较量。此项
赛事按原计划本应在 6 月 2 日结束，
由于受疫情影响，推迟到 6 月 26 日进
行总结赛。

经过激烈角逐，田家炳中学夺得
高中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兴华中学摘
取初中男子组、女子组桂冠；安流镇中
心小学一鸣惊人，捧起小学男子组
U11、小学女子组冠军杯，并获得小学
男子组U9亚军；五华县第一小学夺得
男子组U9第一名；五华县第三小学获
得男子组 U10 第一名；华城镇中心小
学获得男子组 U12 第一名；幼儿组冠

军被实验幼儿园拿走。
此外，曾培锋等 36 人获得“小球

王”称号，孔玲等 24人获得“优秀运动

员”奖项，张会旺等32人获得优秀教练
员奖项，魏焕辉等 12人获得优秀裁判
员奖项。

我县2020年第五届
机关企事业单位足球联赛开幕

历时9个月，经过693场较量

2019－2020年度五华校园足球四级联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