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梁丽娥（中

)

。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见习记者 章乔晖 摄

车 陂 北 社 区

的老党员、地勤机

务老兵李伟福。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摄

责编：周乐乐 美编/本版制图：唐湘莹

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

06

人物

车陂走出的本土企业家

用大爱回馈社会

人物：

梁丽娥

，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见习记

者 章乔晖）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企业

家的身份意味着一种责任。 作为车陂

的本土企业家， 梁丽娥时刻铭记着自

己肩上的责任，稳就业保民生、守护食

品安全、扶贫济困……创立企业 10 年

来， 梁丽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践行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

创立本土企业

回馈社会彰显担当

10 年前， 梁丽娥与志同道合的股

东们一起成立了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下称 “锦达信 ”

），并担任总

经理、董事。“成立和经营公司，就意味

着有了一份责任和担当，要么就不做，

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在梁丽娥的

带领下， 锦达信从早期的物业管理公

司，发展成为涵盖肉菜综合市场、写字

楼、 产业园区和商住公寓等的综合性

公司。

作为土生土长的车陂人， 梁丽娥

带领公司多元化发展的同时， 亦不忘

回馈社会，尤其是在稳就业、保民生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现有 220 多

名员工， 有 8 成左右是车陂街的下岗

职工。 ”梁丽娥介绍，锦达信通过提供

大量的就业岗位， 吸纳车陂本地劳动

力，解决了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不仅

如此，锦达信还提供就业培训，根据岗

位和业务类型， 对职工分别进行专业

培训，提升职工素质和技能水平。

疫情防控不松懈

守护“菜篮子”安全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疫情

防控成为工作重中之重。 梁丽娥作为

广州市肉菜市场协会会长、 广州市肉

菜市场行业党委委员， 同时经营着 6

家肉菜市场，面临防疫和经营的“双重

考验”。 由于市场体量大、人流量大，肉

菜市场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公共场

所，防控要求更为严格。

梁丽娥介绍，在疫情防控方面，肉

菜市场不仅科学规划进出口， 设置专

人专岗严格落实测量体温、 健康码检

查等措施， 更着重加强市场的环境卫

生工作。 每天对市场至少全面消毒一

次， 最紧张的时期消杀次数增加至每

天 3 次。

肉菜市场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梁丽娥强调， 肉菜市

场在食品安全保障上执行严格的供应

和监管措施。 一方面， 各市场设有检

测室， 每日对鲜肉、 海鲜和蔬菜进行

逐一检测， 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监管

部门； 另一方面， 第三方机构将再次

派专人监督和检测， 全过程多方监

管， 严格把好食品关， 守护市民舌尖

上的安全。

党建引领开展扶贫

赴贵州对口帮扶

近年来，在车陂街道党工委、车陂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的组织和带领

下， 梁丽娥和车陂街道商会的企业家

还积极投身扶贫事业， 多次前往贵州

省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据了

解，锦达信是“一企帮一村”对口帮扶

的企业之一， 援建贵州省纳雍县化作

苗族彝族乡安山村。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梁丽娥哽咽

道： “2020 年初来到安山村走访， 看

到贫困户家徒四壁， 食物匮乏， 只有

留守老人互相照顾， 孩子们也没有足

够的衣物御寒。” 为此， 梁丽娥当即

决定代表车陂街道商会， 为保卫小学

的 480 个孩子捐赠书包等学习用品，

并为高三在读贫困生提供助学金。

2020 年 6 月，锦达信又捐赠 10 万

元用于建设安山村基础设施， 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 同年年底，梁丽娥再次来

到安山村，惊喜地看到了乡村的蝶变，

安山村所在的纳雍县已于当年 11 月

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无论是个人还

是企业， 都要有社会责任感， 能力越

大，责任就越大。 ”梁丽娥表示，她将继

续带领企业以党建为引领践行社会责

任，帮助更多的人。

地勤机务老兵，忆述护航战鹰峥嵘岁月

人物：

李伟福

，车陂北社区老党员，地勤机务退伍老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在

刚刚结束不久的珠海航展上， 一架架

“国之重器”划过长空留下五彩斑斓的

轨迹， 看着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日

渐加快的步伐， 唤起了老空军们对昔

日参与“蓝天战斗”峥嵘岁月的回忆。

车陂街车陂北社区的老党员李伟福就

是一位空军老兵。心中藏着军人梦，他

毅然参军保家卫国；在国家需要时，他

随时响应服从安排， 怀着赤诚之心投

身国家建设。

为保家卫国 毅然参军时刻准备着

1956 年初，李伟福由政府安排从

梅县调到翁源县供销社工作， 但他心

中一直藏着一个军人梦，“当兵能学文

化、学技术、长知识，能实现保家卫国

的理想。 ”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报名

参军。 1956 年 10 月，李伟福入伍到第

十三航空学校学习 1 年多， 毕业后派

到辽宁当空军地勤机务兵。

到部队不久， 李伟福就真正踏上

了战场。 部队的任务是战斗值班和空

中巡逻， 经常有紧急战斗起飞， 机场

响起战斗警报。 每当这个时候， 他就

要马上行动起来， “我把座舱盖打开

搭好梯子， 飞行员跑过来跳进座舱开

机， 我把座舱盖关上锁好拿走梯子，

飞机滑行对准跑道起飞， 两架、 四

架、 八架、 轰！ 飞向蓝天， 非常震

撼。” 一边期待战机胜利返航， 地勤

人员一边又去跑道另一头等待做下一

次起飞的准备工作。

李伟福所在的部队还荣幸地参与

了国庆十周年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

任务。 “当时我们听了真是万分高

兴， 我作为一个普通战士能够参与这

样隆重的活动深感幸运， 终生难忘。

作为一名地勤机务老兵， 看到祖国战

机的更新换代蓬勃发展， 我感到特别

高兴和自豪， 更加爱祖国、 热爱中国

共产党。”

服从祖国需要 时刻听党话跟党走

1961 年，李伟福在空军部队服役

4 年期满即将退伍时， 指导员说国家

需要一批人去海南建设橡胶农场，条

件艰苦。李伟福毅然服从需要，退伍到

海南西庆农场参加建设。

1962 年，国家动员退伍老兵重返

部队补充兵员， 李伟福又响应号召再

次入伍到陆军。 1963 年，李伟福退伍

到广州氮肥厂， 改革开放大潮到来的

时候，在厂的外贸办公室工作时，他又

赶上机遇， 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

刻苦学习， 以实际工作提高氮肥厂的

贸易，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回顾这几十年的经历， 李伟福深

有感触，“我的经历很平凡， 但始终坚

定一个信念———服从祖国需要， 听党

的话跟党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