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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力量·成都榜样

2003年刚从氮肥厂下岗时，黄国蓉只

是一位普通的下岗女工。十年间，她凭借

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

将只有3个人的家政中介服务部发展成了

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成都黄大姐家政服

务公司。 她先后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四

川省三八红旗手等数十项荣誉，并被国务

院表彰为全国就业创业优秀个人，授予金

质奖章。

第一单生意

绝不坐地起价 吃亏就当交学费

对于黄国蓉而言，最难忘的一单生意

可能就是她接到的第一单。当时，黄国蓉由

于刚刚进入保洁行业，还不会估计工作量，

以80块钱的价格接下了一间145平方米住

房的清洁工作。 黄国蓉和两名伙伴为了赶

进度， 午饭和晚饭都是用冷馒头就着矿泉

水对付过去的。然而活做到一半，两位伙伴

却闹起了 “别扭”。 他们认为当时要价太

低，自己吃了亏，吵着要业主加钱，否则就

不干了。而黄国蓉坚决反对：“既然答应人

家了，哪怕吃亏也要坚持做完，而且还要做

好！ 吃亏就当交学费了， 但是信誉不能

丢。”正是凭借着这种宁可吃亏，也要守信

的“固执”，黄大姐的名头日渐响亮，甚至

出现了顾客排着队要黄国蓉做家政服务的

景象。

第一单大生意

流泪说服临时工好好工作

2005年7月，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在

温江举办。 黄国蓉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于

是主动承接了会场的搭台、 保洁以及布展、

搬运、安装等工作。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生意，

黄国蓉自然如履薄冰，她绞尽脑汁制订了周

密的工作方案，组织了180多人。然而，由于

员工都是临时招募来的，很多人的心思都在

看“同一首歌”上。因此，只要黄国蓉一不在

现场，员工们就开小差、磨洋工。

黄大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当天夜里，

黄国蓉就召集这100多名员工开会。会前，她

给这些员工结算了工资。黄国蓉哭着告诉员

工，她也是一名下岗工人，第一次接这么大

的单子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帮衬。由于这些

员工大都是失地农民或者下岗工人，在黄国

蓉推心置腹的恳求下， 再也没有人偷懒。而

黄国蓉也从那天起， 白天在现场指挥工作，

晚上睡在自己的货车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过宽窄巷子的人或许都会对一个叫

诚信驿站的小货柜留有印象。这个古色古

香的小货柜被摆放在宽窄巷子显眼的地

段，里面摆放着各种手工艺品、旅游纪念

品，虽然明码标价，却无人售卖。游客只需

按所标注的货品金额将钱投进货柜下方

的收银箱，便可将商品拿走。而诚信驿站

的所有收入都将用于资助贫困山区孩子

上学。尹茜就是诚信驿站的主要负责人和

发起人。

以诚心感动商户入驻

尹茜是成都文旅资产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行政主管、中共成都宽窄巷子特色街

区支部宣传委员。她告诉记者，设立诚信驿

站的初衷是想通过宽窄巷子这张“老成都新

名片” 将诚信经营的理念逐步推广开来，带

动街区商家和街区一起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和本地居民，构建一个诚信的经营环境

和市场氛围，并通过诚信驿站呼吁更多的爱

心人士，身体力行，筹集款项，对贫困山区的

失学青少年和留守儿童进行爱心资助，以此

传递爱心。

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在诚信驿站开创之

处，她仍然遇到了不少严峻的问题。其中最

为棘手的就是货品没有来源。由于诚信驿站

的运作模式是“无人收银、无人找零、自主交

易、自觉买单”，很多商户在一开始对此持观

望态度，更有部分商家担心有人拿了商品不

给钱。尹茜便挨家挨户地做工作，推广诚信

驿站的理念， 以自己的诚心去感动每个商

户。终于，一家名为“莲花子”的商家被尹茜

的诚意所感动，成为诚信驿站的第一个爱心

商家， 并答应长期为驿站无偿提供货品。此

后，尹茜一有空就跟宽窄巷子街区的商户宣

传诚信驿站的理念，至今已有30多家商户成

为诚信驿站的爱心商家。

改造驿站 突出爱心和公益

诚信驿站开张第一个月的收益并不多，

对于这个新鲜事物， 驻足观看的游客不少，

而真正掏钱购买的人却并不多。 在经营了2

个月后，游客对于诚信驿站的新鲜感逐渐褪

去，爱心款项也逐步减少。为了让诚信驿站

继续开下去，尹茜仔细阅读了每一位热心游

客的留言。她意识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吸

引更多的目光。她带头对诚信驿站的货柜和

货品进行了软件和硬件上的改造，增加了夜

间灯光照明、中英文对照简介和爱心公益活

动的展板；重新整合货品，使之更具有成都

特色。

这样的改变，让社会各界对诚信驿站更

加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国内主

流媒体相继报道。在诚信驿站影响力和号召

力不断扩大的同时，宽窄巷子特色街区党支

部也开始陆续收到很多捐赠货品。 一天，宽

巷子社区工作人员转交了一份捐赠货品，满

满的一大提袋，除了手工造型各异的熊猫玩

偶外，还有大量的手编草鞋，多方打听后，得

知这些物品均为社区内一位残疾老人所捐

赠，老人表示：“这只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爱

心。”

宁可吃亏，也要守信

下岗女工成保洁大王

诚信驿站女掌柜

用诚信传递爱心

幕后

借钱也要发工资

她有一支铁杆员工队伍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黄国蓉没有忘记她的员工。她

坦言， 家政服务行业属于微利

行业，利润并不高。但她的家政

公司却是温江区家政行业里首

家为适龄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的

公司。

黄国蓉说：“企业有钱赚，就

要先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黄

国蓉在刚开始接大单时，经常出

现款项不能及时到账的问题。为

了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黄国蓉

不仅拿出了自己的毕生积蓄，甚

至还向亲戚朋友借钱。黄国蓉始

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自己

不吃不喝，也要按时发员工们的

工资。正是凭着这种诚信，让黄

国蓉有了一支挖不走、 拉不动、

业务能力强的铁杆员工队伍。

货款有多无少

凸显社会诚信

由于诚信驿站是无人售

货的，顾客从挑选到购买都无人

监督，商品会不会被人白白拿走

呢？尹茜告诉记者，自2012年1月

5日诚信驿站开办以来， 货款只

多不少。有些游客在得知诚信驿

站会将收入用于献爱心之后，只

往驿站里付钱却不取走东西。尹

茜说：“我们设立诚信驿站的初

衷就是在献爱心的同时体现社

会诚信，到目前为止，这些顾客

的诚信行为都让我们很感动。”

据介绍， 诚信驿站至今已收入3

万余元，其中部分善款已用于资

助地震中家庭受灾比较严重的

雅安地区失学青少年和留守儿

童，仍有一部分正待用于其他帮

扶对象。

成都商报记者 徐剑箫

图片由成都市文明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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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诚实守信类

2003

年从温江区

氮肥厂下岗；

2004

年

9

月， 她带着两个伙伴成

立 “黄大姐家政中介服

务部”；历经近十年诚信

经营， 她的公司现有员

工

2000

余名，下岗女工

一跃成为保洁大王。

黄国蓉

成都黄大姐家政服务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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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诚实守信类

2012

年

1

月

5

日开

始，她在宽窄巷子创建

诚信驿站，驿站里每一

样货品都货真价实却

无人收银，而所有收入

都将用于资助贫困山

区孩子上学。

尹茜

成都文旅资产运营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

影响

前日下午5时48分， 武侯区高升桥路与广福

桥街十字路口，很多司机正在等红灯。突然，两名

年轻男子疾步走向一辆白色宝马越野车，其中一

名男子用手敲打宝马车左后方位置，另一名男子

迅速从宝马车右前窗位置将车内的一个挎包拿

走。这一幕，恰好被宝马车右后方一辆轿车上的

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4月22日下午5时48分46

秒，一名身穿深红格子衬衣的年轻男子出现在视频

中，并向白色宝马车疾步走去。随后，一名身穿藏青

色衬衣的年轻男子也出现在视频中。深红格子衬衣

男子走到宝马车左后方位置，并用手敲打宝马车尾

部；藏青色衬衣男子跑到宝马车右前方位置，并把

手伸进车窗中，迅速从副驾驶位置拿出一个棕黄色

女士挎包，然后快速往宝马车后方方向跑。两名男

子从出现到消失，总共只有9秒钟时间。

张艺（化名）是被抢挎包的宝马越野车的司

机。她表示，当时突然听到有人用手猛敲她车子

左后方部位，她回头看到一名男子，但对方很快

离开了。扭过头来，她才发现放在副驾驶位置的

挎包不见了。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图片由王先生提供

锁门关窗

上车后请立刻按下中控锁， 车窗玻

璃要关好或只留小缝隙。

把包“藏”好

尽量不要把手机、皮包放置在副

驾驶座位上， 也不要放置于驾驶台前挡风玻璃

下；最好将皮包放置于驾驶室座位后方的地上，

或放在后备箱内锁好。 如确需放置在副驾驶座

位上时，可将皮包带缠绕在手刹手柄上。

不可轻易下车

遇有人拍打车门时，切不可轻易

下车，一定要先环顾四周、尤其是右侧是否有可

疑人员，并检查一下自己的中控锁是否锁好。发

现有人拉车门或意图不轨时要及时报警。

单身女司机请特别注意

抢包后，两人分头逃跑

宽窄巷子诚信驿站

“拍拍动”使用方法： 苹果、

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

搜索“拍拍动” 下载安装。 打开

“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

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3月31日， 四川省劳模裴忠富网上实名举报：

乐至县扶贫办违规违纪天价采购劣质果苗套取国

家扶贫资金（成都商报4月2日曾作报道）。

昨晚，乐至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称，经调查，涉

事干部邓祖峰、颜学刚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两

人已于4月10日被免去相关职务， 并于4月16日被

移送检察机关调查处理。

涉事干部停职配合调查

3月31日，四川省劳模、高级果技师裴忠富在

多家论坛发出网帖《四川省劳动模范实名制举报

乐至县扶贫办违规违纪天价采购劣质果苗套取国

家扶贫资金》，对乐至县2013年连片扶贫开发采购

项目提出两点质疑：其一，无经营资质的四川恒江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江绿化）成

功中标， 中标后提供的果苗质量90%以上不达标。

据他调查， 乐至县扶贫办主任邓祖峰与中标企业

代理人吴忠平系亲戚关系， 与乐至县政府采购中

心主任颜学刚关系密切。其二，天价采购假冒伪劣

梨苗，价格高于市场价5倍，邓祖峰、颜学刚与不法

企业合伙敛财，存在套取国家扶贫资金行为。

4月1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邓祖峰

表示，网帖内容大多数不属实，但目前看来中标企

业资质有问题。乐至县政府采购中心表示，项目实

施后接到反映，他们才发现中标企业资质有问题，

当时的招标程序设计有瑕疵。

4月2日，乐至县政府新闻办通报，涉事干部县

财政局副局长、扶贫办主任邓祖峰，县政府采购中

心主任颜学刚停止履行职务， 配合相关部门接受

调查。调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严重失职渎职涉嫌犯罪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称，该事件

被披露后，当地政府初步查明，这是乐至县扶贫办

主任和县政府采购中心主任为了私利， 与供应商

勾结，让没有资质的公司违规中标。

昨晚9时40分许，乐至县政府新闻办发布通报

称，4月10日，在查明涉事干部邓祖峰、颜学刚存在

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后， 免去邓祖峰县财政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扶贫办主任职务，免去颜学刚政

府采购中心主任职务。4月16日，在查实邓祖峰、颜

学刚存在涉嫌犯罪行为后，将邓祖峰、颜学刚移送

县检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理。

通报中还称， 乐至已成立项目实施整改工作

组，督促相关企业依法严格履行合同，对死亡和不

合格的苗木限期进行补植和更换。

采购果苗谋私利 乐至两干部被免

乐至县政府新闻办通报，两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调查处理

纪委调查“劳模举报乐至扶贫项目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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