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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但海拔 2300
米的贵州省大方县绿塘乡龙昌坪，依旧
寒意袭人。

山间的耕地里，村民正在栽种脱毒
马铃薯。覆着白色地膜的地垄，一行接着
一行，绵延到山边，这是群众脱贫的新希
望。

“彭练基书记规划好了发展蓝图，我
们只有努力让其变成现实，才是对他最
好的缅怀。”在田间指导群众生产的绿塘
乡副乡长何伟说。

彭练基生前系贵州省大方县绿塘乡
党委书记。2014 年 6 月 28 日，他在外出
考察生态移民的途中，因患急性肺穿孔，
经抢救无效，不幸倒在了扶贫攻坚的路
上，生命定格在年轻的46岁。

虽然去世将近两年，但彭练基生前
的点点滴滴，依然让人难忘。

受命危难勇担当

“干事有闯劲，工作有方法。”这是很
多人对彭练基的评价。

2004年，36岁的彭练基出任大方县
黄泥塘派出所所长。黄泥塘位于大方、黔
西、织金三县及百里杜鹃管理区的结合
部，贵毕公路穿境而过。“镇上聚集了不
少流窜作案人员，发案率较高。”时任黄
泥塘派出所教导员的靳超回忆说。

彭练基到任后，及时走访调研，有针
对性地组织民警和联防队员开展巡逻。

“当时装备较差，大家巡逻都是徒步，很
辛苦，但彭练基只要不出差，就和我们一
起工作”。

干警的辛苦付出，收到了良好效果，
先后打掉多个流窜作案团伙，发案率逐
年降低。任所长的 7 年间，黄泥塘派出所
及彭练基个人多次被公安部、贵州省表
彰，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作为人民警察，彭练基总在危难之
际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为警徽添彩；作
为乡镇主要领导，彭练基不忘公仆本色，
带头解难事、啃硬骨头，为党旗增辉。

2005 年春节前夕，彭练基得知镇里
犯有命案的武某躲回老家，当夜带领民警
将其房屋团团围住。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彭练基死死扭住武某不放，终将其制服。

2013年11月，彭练基怀着改变贫困
地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到地理位置偏
远、地势高寒的绿塘乡，担任党委书记。

绿塘是国家一类贫困乡，交通不便，
矿群矛盾突出，干部精气神不佳，曾在12
年内换了10任党委书记。

彭练基到任后，立即了解乡情民意，
着力整顿干部作风，化解矿群矛盾，很快
与党政班子一起绘制出“稳定安乡、项目
带乡、矿业强乡、生态立乡、城镇亮乡、产
业富乡”的蓝图，使工作步入正轨。

大方县委书记张翰时在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纵观彭练基同志
的工作经历，所到之处，社情民意都较复
杂。换岗之时，所负责工作都发生了质的
改变”。

一心为民办实事

“作为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不为人
民做出几件实事，既辜负党的信任，也对
不起自己的良心。”彭练基生前这样说。

他不仅这样说，更用一生精力这

样做。
2009年 5月 29日，黄泥塘镇安坪村

大寨组两名群众在三岔河捕鱼时，天降
暴雨，河水骤涨，被困于河中一块岩石
上。接到报案后，彭练基带领 5 名民警迅
速赶往现场，奋战 8 个多小时，救下被困
群众。

彭练基还积极把群众脱贫致富的责
任扛在肩上。在担任大方县猫场镇镇长
期间，彭练基带领群众组建 27 个专业合
作社，发展 1.8万亩茶叶基地、1.2万亩经
果林基地、2.2 万亩中药材基地，拓展了
群众增收的门路。

到绿塘乡后，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
为带领群众早日脱贫，彭练基常常工作
到深夜。

“白天出门摸情况，晚上回来召开会
议研究问题，经常凌晨一两点才结束。”
时任绿塘乡乡长、现任绿塘乡党委书记
的陈享义说。

在绿塘乡工作的7个多月里，彭练基
争取到项目资金 1500多万元，实施饮水
安全工程 5 个、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工程
172 户，种植经果林和中药材 2 万亩，一
批事关长远发展的项目相继动工。

为结束绿塘乡营盘村群众人背马驮
的历史，彭练基决心把通村公路修通，并

积极争取资金，协调用地，监督施工。
“施工期间，练基书记几乎天天都要

到工地上看看，每一米路都凝聚了他的
心血。”营盘村村民余明祥说。

道路修通后，营盘村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得到改善，走上脱贫致富的“高速
路”。彭练基过世后，当地群众把这条通
村公路命名为“练基路”。

彭练基把群众的安危冷暖和地方的发
展稳定放在心里，却不把自己放在心上。

2006 年，经诊断，彭练基患有肾炎、
胃炎，不得已住院进行治疗，可未等痊
愈，他就出院上班。家人和领导多次劝彭
练基多休息，都遭到拒绝。就这样，他坚
持带病工作 8 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
常说，“地方的发展等不起，也等不得”。

干净廉洁作表率

“只有清白做人，才能干净做事！”不
管是作为保一方平安的派出所所长，还是
造福一方百姓的党委书记，彭练基始终坚
守廉洁底线，为干部群众树立了表率。

绿塘乡党政办主任杨松至今还记得
自己挨批评的事情。

有一次，刚到绿塘乡工作的彭练基
打电话给杨松，请其为自己和一道下村
的另外两位干部备点晚饭。

考虑到彭练基天天熬夜加班，工作辛
苦，杨松就让食堂多备了两个菜，“还想着
书记能高兴”。天黑回到乡里的彭练基看
到多了两个菜，就问是否还有人未用餐。
得知饭菜是专为自己等3人准备的，彭练
基严肃批评了杨松，并坚持把多出的菜撤
走。“我们3个人哪能吃得了这么多？我们
都是人民公仆，不能搞特殊化！”

彭练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的
要求也不放松。

2012年8月，儿子彭雪冬考上大学，
妻子刘丽娟找彭练基商量，想按当地习
俗办个“状元酒”，话还没说完，就遭到拒
绝，“我是党的干部，整治滥办酒席之风，
我们家要带头”。

把一生都献给了农村、献给了群众
的好书记彭练基，带着未了的心愿走了，
但他的一言一行依然鼓舞着广大干部群
众，为了脱贫奔小康砥砺前行。

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
——追记贵州省大方县绿塘乡原党委书记彭练基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彭练基

（左

）在慰问贫困户

。

（资料图片

）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1736）
现将第1736批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批准，获得使用商品条码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布如下：（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二年）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查询

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四川泰来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彭州市万家宜日用品商贸有限公司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双丰面粉厂
成都来祥商贸有限公司
南通月盟服饰有限公司
南通天竺素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凤凰电动车无锡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特隆纸业有限公司
无锡慧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市千驰贸易有限公司
扬州市汇鸿旅行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恒本工贸有限公司
苏州立荣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美特思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天力塑料制品厂
苏州市全佳涂布制品有限公司
徐州集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索奇鞋业有限公司
江都区苏中商贸城金靓派鞋业经营部
荣成宝竹肉食品有限公司
淄博华政电器有限公司
邹城市佳强商贸有限公司
枣庄市依诺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泉林弘康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中灿电热器材有限公司
临朐珍苑食品有限公司
莱芜市西苑博康食品厂
山东省梁山县于涛淀粉厂
济宁华腾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协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浩林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恒致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奥仕制衣有限公司
济南槐荫三和园食品配送中心
无棣华冠食品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德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福州若爱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鲁润阿胶产业有限公司
湖州欧丽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云和万佳玩具制造厂
临安市天赐食品厂
温州远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绿润茶叶专业合作社
金华市梦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童谣纸塑工艺品厂
桐乡市崇福老板调味品厂
台州市椒江海天塑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川南不锈钢制品厂
永康市富盛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嘉雅服饰有限公司
诸暨市璐颖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69578658
69578659
69578660
69578661
69578662
69578663
69578664
69578665
69578666
69578667
69578668
69578669
69578670
69578671
69578672
69578673
69578674
69578675
69578676
69578677
69578678
69578679
69578680
69578681
69578682
69578683
69578684
69578685
69578686
69578687
69578688
69578689
69578690
69578691
69578692
69578693
69578694
69578695
69578696
69578697
69578698
69578699
69578700
69578701
69578702
69578703
69578704
69578705
69578706
69578707
69578708
69578709

义乌华驰文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争艳内衣商行
义乌市丹鸿针织内衣商行
义乌市冠朵针织厂
义乌市瓦良格针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来月亮针织品有限公司
诸暨市千百针针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汉邦服饰有限公司
诸暨市柯雨针织有限公司
温岭市永隆食品有限公司
温岭市一剪美理容用品厂
杭州五科科技有限公司
天台县忠焕食品厂
义乌市伍月文化用品厂
义乌市金鼎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鲨威皮具厂
义乌市得意龙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锐斯特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云和康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方岩宇多五金厂
嘉兴徐珍坊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丰舟特种纸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旺蔬果有限公司
瑞安市致富鸽业有限公司
青田县腊口安康大米加工厂
杭州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阴县樟树无鱼伦比食品厂
汨罗市双吉消毒液厂
长沙市雨花区商华食品厂
湖南绿康蔬菜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市兴民农产品有限公司
安徽三王宴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涡阳县石弓镇峰源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淮北市金华面粉有限公司
上海有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暨阳润滑油有限公司
上海贝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德图服饰有限公司
玺领(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岳阳洞庭传奇食品有限公司
武冈市武传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丰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鹰男装有限公司
杭州子旭贸易有限公司
金华豪远针织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和美鞋厂
玉环均旺玩具厂
桐乡市天铖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润庆日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双川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独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南通时裳会商贸有限公司

如东康馨纸品厂
惠安金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灌南中职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广丰县鼎佳笔芯加工厂
山东新世纪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北塘区童真服装厂
南靖县印象土楼茶业有限公司
安徽乐民米业有限公司
辽中县鑫昌盛塑料制品加工厂
沈阳吉航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祥聚斋汇源清真饮料有限公司
北京百御永年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金田天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长隆堂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北京耐爱特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今旺腾腾电器有限公司
北京安达信泰科技有限公司
优美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蒂凯丝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周福记酒业有限公司
北京跃亮维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欧格玛化妆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睿海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鸿业日用塑料制品厂
茂名市日进万金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嘉城暖通电器有限公司
普宁市下架山南松制衣厂
广州艾铭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凌海生活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角洲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联动皮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豪昌纸品厂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奕文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家美家纺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森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维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乐妇婴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中彩硅胶制品厂
东莞市茶山宝丝丽服装加工厂
东莞市石龙亿丰服装用品加工店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联泰织造厂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明兴针织厂
揭阳市惠众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新兴县天堂镇西光饼家
电白县风格厨具用品厂
佛山力德高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大康华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珍强玩具厂
衡水滨湖新区圣友医疗器械厂
石家庄那林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王庄子乡松柏蛋品加工厂
高阳县恒熠坐垫厂
雄县双双薯片加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浪帝芬日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淄博丰宁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兴隆县利民果脯厂
唐山市丰润区先锋塑料制品厂
临漳县中福纸业有限公司
河北道鸿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尚朴家具有限公司
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雄海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得发塑胶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盛忠食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志成达塑胶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星迪玩具厂
廉江市石城家莅纸品厂
廉江市喜连喜电器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成利刀具厂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捷斯达针织厂
苏州小蜻蜓电动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杰特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市城东斯诚食品商行
郯城县德森纸制品厂
郯城县恒悦纸制品厂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兴竹制品厂
山东天同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澳雅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高唐顶佳调味品有限公司
合肥卡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黄山志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亳州市奥淼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新时代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宣城美乐奇奇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六安新绿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颍上天赐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谓博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天添好竹木制品加工厂
临湘市创康艾绒厂
平江县汨源魔芋食品有限公司
郫县明银食品厂
成都信德房产有限公司鼓楼智选假日酒店
成都天奥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鸿旺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路虎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总府实业有限公司总府皇冠假日酒店
成都绝味营销有限公司
成都新田食品有限公司
上饶县鸿福食品厂

金溪县云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鹰潭市龙虎山御茗食品有限公司
德安农乡缘食品有限公司
广丰县霞峰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广丰县方村出口花炮有限公司
青岛英瑞得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青岛禾润良品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崂参坊海珍品有限公司
青岛海利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江宇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脉若蔻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闻风相悦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青岛渔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艾友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晟泉木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凌源市菲弘食品厂
昆山尚品食品有限公司
营口市荣发参蜇有限公司
鞍山合盛食品有限公司
朝阳乔牌米业蔬果发展有限公司
抚顺庆丰米业有限公司
大连千丰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连化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宸宇干燥剂厂
众邦晓龙进出口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大连市西岗区得益堂保健品商行
盖州市鑫威食品加工厂
宁波弘欣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广善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欢乐食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千趣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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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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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3 月 13 日电 （记者周立权 王昊飞） “豆
腐西施”“蘑菇皇后”“孔雀公主”⋯⋯这是近年来网民和农民
们给予吉林省长春市一批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美誉。她们大
学毕业后返回农村，“结盟”创业，将农村传统“小生意”做成

“大买卖”，累计带动 2.5万农户致富、1500名农民就近就业。
“豆腐西施”卜睿 2008年毕业于长春大学，利用祖传手艺

从小作坊做起，经过几年拼搏现已建起占地 4000 平方米的
公司，从单独制作豆制品到利用豆腐渣、豆腐浆养猪、养鸡，从
摆摊进城卖豆腐到 O2O 接收订单。2015 年创收 430 万元，带
动 80 余名农民就业。她说：“大学女生毕业回到农村创业看似
没那么体面，但其实农村到处是商机。”

“当年有乡亲说，毕业回家卖猪肉，大学不是白念了吗？我
只想用实际行动回应。”毕业于延边大学的隽明明说。2010 年
起，她依托老家的黑毛猪生态养殖技术创办养殖基地，结合之
前开网店卖服装的经验开发 O2O 平台，如今已在城里拥有两
家实体店，并衍生出猪油渣、猪肉馅饺子、腊肠等商品，“猪肉
西施”的名号不胫而走。2015年创收 500万元。

九台区西营城镇的贾艳辉，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经营水
稻，目前已带动 70 余名农民就业。负责销售工作的 31 岁农民
张立秋说：“现在月收入 1200元，虽不如在城里当饭店服务员
多，但是没那么累，还能每天下班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36 岁的杨岚告诉记者，她老家在长春市下辖的榆树市土
桥镇，2002 年大学毕业后，放弃在城里当教师的机会，回乡和
丈夫合力创办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已有 77 个
食用菌大棚，102 个村民加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年收益
200多万元。

为了让更多农民都走上致富道路，杨岚利用所学知识，针
对农村现状，开办农业技术培训学校，除了普及食用菌种植技
术，还培训手工编织、月嫂服务等内容。目前，她已带动 2200
多名农民走上食用菌种植创业致富道路，她也被村民们亲切
地称为“蘑菇皇后”。

长春市九台区纪家镇的徐丽秋被誉为“孔雀公主”。5 年
前，徐丽秋辞掉城里的工作返回老家办珍禽养殖场。养殖场从
最初的 30 只孔雀，发展到如今的 500 多只孔雀、200 余只白
冠长尾雉等其他珍禽。她现已拥有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的现
代休闲农业园区，带动周边村屯 50 多名妇女就业。“大学生不
一定非要把事业放在城市，找准市场最重要。”徐丽秋说。

2015 年 4 月，在长春市妇联的支持下，卜睿、隽明明、杨
岚、徐丽秋等 13名创业女大学生结成创业“联盟”。

卜睿说：“成立创业‘联盟’后，我们定期交流，不断研究
发展新形式，分享新的成功经验，以便能更好地带领村民们
致富。”

长春市妇联农村部部长纪岩红介绍，这些返乡创业的大学
生对农民和黑土地很有感情，学习能力强、敢想敢干。因此，长
春市妇联对这一群体给予特殊关注，政府有关部门定期为她们
安排专家对电商运营、企业家打造、职业女性礼仪等主题进行
培训，还安排她们赴北京大学听课，鼓励扶持她们抱团闯市场、
谋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增收致富。

长春女大学生返乡“结盟”创业：

“小生意”做成“大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