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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来的廖礼基，创
办了邢台市最具影响力的
商业零售企业， 建成了邢
台第一家商业综合体，改
变着邢台人的消费方式。

唐山来的丁立国，将
德龙钢铁经营成为年营业
额数十亿元的大型钢厂，
吸纳就业 2000 多人。

江苏好孩子集团在平
乡投资 20 亿元，建设北方
总部； 福建中科动力公司
准备“重启”红星汽车……

外来客商， 给邢台的
发展注入新动力； 邢台这
片热土， 也成就着千千万
万个外来客商的精彩人
生。

来邢打拼
两次来邢咬紧牙过难关

陈明祥算得上来邢台最早的那批浙江
商人。“我 14岁时就跟姐夫来到邢台打工，
为别人编椅子，做了不到 3年。”陈明祥说，
1994 年， 在其它城市打拼了几年的他，又
想回到邢台。

“邢台给我的感觉比较踏实。 ”陈明祥
说，25 岁的他这次只身来到邢台， 在豫让
桥市场租下一间门市，经营水泵、风机等机
电，期间还经营过摩托车的销售。

在此期间，陈明祥没日没夜地干，风餐
露宿，休息不好、吃不好饭是常事。 凭着一
股韧劲，他愣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生意的扩展， 也曾遇到过一个一个的
难关，都是在邢台老朋友的资助下进行的。
“邢台的朋友朴实，他们信得过我，我也信
得过他们。 ”

谈起在邢台的经历， 陈明祥笑着说：
“在邢台的时间比在家乡的日子还多，朋友
也不例外，我算是和妻子一起嫁到了邢台。
现在想想，我当年没选错地方！ ”

2000 年，事业步入轨道的他与妻子结
婚并喜得贵子， 儿子一直在邢台读完小学
才回到浙江老家。

邢台安家
许多外来客商在邢成家立业

每个小有成就的商人都有着自己在
邢台的独特经历，有辛酸、有成就，更有
很多令其欣慰的故事。 他们说：“在邢台
做生意，在邢台生活，我们就是邢台人。”

邢台浙江商会秘书长钱忠，在 1992
年就追随着老乡的步子， 来到邢台开始
经营服装生意，16 岁的他经常扛着比自
己还重的大包裹往返在老家、 北京和邢
台间，那几年日子很辛苦，但钱忠干劲十
足。

钱忠似乎注定要嫁在邢台，1994
年，他在这里结识妻子，经过五年恋爱顺
利结婚，现已是儿女双全，服装生意也蒸
蒸日上。

除了生意上的成功， 钱忠还有长达
20多年的老伙计。“在外有啥事儿，靠得
是朋友，朋友有事儿，我也靠得住。”钱忠
说。

成立商会
江苏商人在邢投资百亿元

外来客商，很多人不仅安了“小家”，
还组织了异地商会，安下“大家”。 这两
年，邢台江苏商会、邢台浙江商会、邢台
陕西商会等纷纷成立。

“邢台发展成为一片投资的热土，越
来越多的江苏人来邢台寻求发展商机。”
邢台江苏商会一位负责人说， 投资邢台
的江苏企业已达 300多家， 涉及新能源
LED、五金机电、房地产、环境保护、生态
农产品开发、 轻工纺织等 20多个行业，
遍布邢台各县市。

华北城建材家居广场投资 15亿元，
好孩子在平乡投资 20 亿元建自行车工
业园区， 邢窑博物馆、 双语学校等投资
20 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江苏企业和
江苏籍商人在邢投资达上百亿元。

浙商在邢打拼已有 20多年历史，但
大批进入邢台的是最近三五年， 而且以
30 岁至 45 岁的青壮年人为主体， 并且
占到 95%以上。

2014 年 5 月 10 日， 邢台浙江商会
正式成立，200 余浙商走到了一起，涉及
行业有医药化工、 房地产开发、 皮革皮
具、服饰、珠宝、机械制造、服务业等 30
多个行业，其中投资总额在 1000万元以
上的有 40多家。

江苏、 浙江这两个在邢较大的异地
商会，均把诚信经营、服务邢台，纳入了
商会宗旨。“在邢台经营，就不能给邢台
抹黑， 不能只想赚钱， 心里不想着邢台
人。 ”一位客商说。

外来客商在邢台逐渐成长着、 壮大
着，他们在邢台打拼的同时，也在建设着
邢台，改变着邢台人的生活。

感动故事
民警为客商车辆守了一夜

外来是客，更是自家人。 近几年，南和县、桥西区、开发区等地纷纷
出台相关政策，在创业、投资、子女教育等方面，对外来客商给予关怀
和支持，让外来客商真正把邢台当做自己的家。

“邢台民风淳朴，市民热情，招商引资环境很好，我们一定争取来
邢台投资。 ”这是两年前，一位台湾客商对邢台人的评价。

两年前，台湾的宋先生和同伴一起来邢台考察环保项目，入住于
邢台宾馆。 在完成考察退房时，宋先生把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忘在了房
间。 这个手提包不仅装着两张银行卡，还有很多票据。 当天，服务员在
打扫房间时发现了这个手提包，立刻与宋先生取得了联系。 这时，宋先
生已经赶赴山东，根本就没发现自己丢失了手提包。“哎呀，邢台人真
是太善良了，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地方，一定争取在这里投资。 ”宋先
生激动地说。

无独有偶。 有一次，北京客商华磊艺园园林公司田经理，在某宾馆
住宿时，忘记将车辆窗户关上。 巡查民警发现后，通过车窗看到车座上
放着文件袋和一些贵重物品。 民警随即寻找车主，得知该车为北京客
商的车。

由于已是深夜，不好联系到客商，于是两名民警守在车旁，整整蹲
守了一夜。 次日，田经理得知民警守了一夜，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说：“让
你们费心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邢台的环境这么好，我们在这里投资
也放心。 ”

本报记者 麻国栋 杜明 郭红玉 江苏 12 家企业到临城考察项目

创业路上
不惧风雨险阻

今年 47 岁的李守双是邢台江苏商会
会长，1997 年就在邢台经营一家装修公
司，曾为邢台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2008 年初李守
双接了一个装修的活儿， 由于工人安全施
工意识淡薄，工人在施工中受伤，为此，李
守双积极协调医院帮助治疗， 不仅花去当
时身上所有的积蓄， 企业经营因此受到很
大的影响，企业经营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困难并没有吓
倒李守双。他积极跑项目，和工人一起研究
安全施工，常在工地上一待就是好几天。

如今， 李守双已经在邢台承建了巅峰
国际、爱上城等大型商住项目，并在临城投
资了双语学校、邢窑博物馆等，把发展的根
基落在了邢台。

声明
邢台交通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冀 E51188 号车
营运证不慎丢失，证号为：
502111309，声明作废。

声明
赵彩霞不慎将就业

失业登记证丢失， 证号
为：1305030013003302，签
发日期为：2013年 5月 31
日，声明作废。

“邢台的朋友朴实，他们信得过
我，我也信得过他们。 ”

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的公告

按照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启动区
域橙色（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冀气领办〔2015〕4 号)要求，邢台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决定，
2015 年 1 月 10 日 0 时重污染天
气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按
照 《邢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试行）》实施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1、工业企业限排污染物 30%
以上，关停 20 吨以下工业燃煤锅
炉；

2、对黄标车、无标车、大型货

车实施限行， 公务车停驶 50%（单
日单号车通行、双日双号车通行）；

3、建筑、拆迁工地停止施工，
并加强洒水等降尘措施；

4、路街采用湿式清扫，并实
施喷水、喷雾降尘；

5、建议儿童、老年人等易感人
群留在室内，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
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幼儿园、中小
学校等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

邢台市重污染天气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9 日

邢台市浙江商会对任县农业示范项目进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