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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截瘫16年坚持追逐梦想

他他坐坐着着轮轮椅椅为为家家人人撑撑起起一一片片天天

车购税收入

突破八亿元

在万达集团2014年会
上，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除了公布各项业绩外，还用
大篇幅重点阐释了万达的第
四次转型。他说，相比前三次
转型，第四次转型范围更广、
力度更大，是代表万达未来
发展方向的全新转型升级。

万达集团转型分为两
方面，从空间上看是从中国
企业转型为跨国企业；从内
容上看，是从房地产为主转
型为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万
达已宣布到2020年发展目
标，资产1万亿元，收入6000亿
元，净利润600亿元，成为世
界一流跨国企业。同时确定
两个转型目标，一是2020年
集团服务业收入、净利占比
力争超过65%，房地产销售、
净利占比低于35%；二是海外

收入占比超过20%。万达今后
的房地产要实行新的发展模
式，同时加快发展文化旅游、
金融产业、电子商务3个产
业，到2020年形成商业、文旅、
金融、电商基本相当的四大
板块，彻底实现转型升级。

万达商业地产的转型
主要力推“轻资产”模式，过
去万达成功靠城市综合体，
通过房地产销售现金流来
投资万达广场，这是重资产
模式。轻资产模式就是万达
广场的设计、建造、招商、营
运、信息系统、电子商务都
是万达做，使用万达品牌，
但投资全部由别人出，资产
归投资者。万达的目标是逐
年提高租金净利占比。

万达过去二十多年高速
发展与成功，就在于不断创

新与转型。每一次转型都给
万达带来新的战略机遇和企
业的高速发展。第一次转型
是1993年走出大连，万达由
地方企业向全国性企业转
型，突破地域局限，为做大企
业规模奠定基础；第二次转
型是2000年，由住宅向商业
地产转型，这次转型新了万
达商业模式，使万达商业地
产在中国一骑绝尘，成为全
球不动产的领袖企业；第三
次转型是从2006年开始，大
规模进军文化旅游产业，使
万达由单一的房地产企业发
展为综合性企业集团。第四次
转型对于万达意义更加重大。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轻资产模式更加契合内需为
主的国家战略，将更受地方政
府、合作企业的欢迎。

万万达达开开始始全全新新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靖超 兴龙 )
2014年，德州市国税系统共办
理新车征税10 . 1万台，组织车
购税收入8 . 1亿元，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1%和3%，车购税收入
突破八亿元大关。

2014年市国税局围绕车购
税新政的贯彻落实，从做好政
策宣传研究、开展收入分析、加
强后续管理等方面，着力强化
政策落实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2014年，德州市国税系统共办
理新车征税10 . 1万台，组织车
购税收入8 . 1亿元，分别比上年
同期增长1%和3%，车购税收入
突破八亿元大关。

为设有固定装置车辆、回
国服务留学生、防汛专用等300

台车辆办理了免税业务，共免
征税款1237万元；全市国税部
门积极推行4S店委托缴纳和车
管所委托代征工作，推动了车
购税征收方式多元化。2014年
共通过4S店委托缴纳方式办理
车购税业务1922笔，入库税款
1959万元。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河
南一名残疾人，凭一笔空心字
成了书法家。那字远观是字，近
观似画。”谯英波说，这令他兴
奋不已，他有书法的基础和木
雕的技艺，他相信，他也能写
好。白天练，夜里练，床上的被
子、褥子成了纸，房屋的墙面成
了纸，院中的空地也成了纸。

谯英波的一笔空心字在十

里八乡出了名。逢年过节、老人
做寿、店面开张时，来求字的人
越来越多，一些好心人还给他
带来了宣纸和记号笔。这让他更
加坚定了奋斗的方向，一有创作
冲动，哪怕是半夜，他也要一手
拿笔，一手拿本，仰面写下来。他
书写最多的是“吉祥如意”、“招
财进宝”、“寿”、“龙”等表达吉
祥、美好、祝愿、期盼的字。“虽然

家庭条件受限制，但我想让更
多的人认识空心字，能将空心
字发扬光大，成为一种书法。”
谯英波说，他准备等天暖和之
后，去旅游区书写空心字。

他书写空心字的名头传遍
了县城传到了省城，齐河书法
家协会的书法家跟他切磋交
流，鼓励他坚持下去，写出自己
的特色；济南艺缘书画研究院

的书画家聘他做研究员。在一
笔空心字的基础上，他还创作
了“双勾字”，一笔空心曲线字
和一笔空心鱼鳞字。现在的谯
英波，除了每天认真研究书写
空心字之外，还肩负起了帮扶
很多因为残疾等原因对生活失
去希望的人。“面对现实，为生
命的每分每秒精彩而拼。”这是
他的人生格言。

今年 4 0岁的谯英
波，是齐河县焦庙镇谯
庄村人。16年前，一场车
祸让年仅24岁的他高位
截瘫，开办家具厂的梦
想就此破灭，妻子撇下
仅36天的儿子出走。然
而，命运并没有将他打
倒。谯英波锻炼5年，可
从床上独自坐起，并凭
借智慧画出轮椅模型。
他认为，人不应该没有
理想，“空心字”成为毕
生追求，“虽然家庭条件
受限制，但我想让更多
的人认识空心字，能将
空心字发扬光大，成为
一种书法。”

“如果我死了能让家里的
条件变好，我就死，可是这不能
啊，儿子没了母亲，我不能让他
再没了父亲，我要好好活下
去。”谯英波说，他不想放弃对
生活的最后一线希望，在床上
躺了5年，每天坚持锻炼，终于
在2003年能自己坐起来了。他

给父亲要来纸笔，画出了轮椅
的模型，让电焊师傅焊出了适
合自己的轮椅。父亲做家具，他
雕花打磨，父亲养猪，他转着轮
椅，给猪添食喂水，洒药防疫。

2013年，60多岁的父亲得
了脑血栓，谯英波骑着电动三
轮车，走了40多里的路将父亲

送到医院。父亲住院十多天，他
没日没夜的照顾，为父亲按摩、
擦拭，好在父亲没有落下后遗
症，却失去了劳动能力。88岁高
龄的爷爷，65岁高龄的父母亲，
还有正在求学的儿子，仅靠低
保勉强度日，家庭的重担，压得
他透不过气来。他说：“奇迹都

是在艰难困苦中创造，坐在轮
椅上也要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儿子谯鲁立给家庭燃起了
新的希望，为此，谯英波特别关
注儿子内心变化，教育儿子学
会在逆境中成长。2014年，谯鲁
立不但照顾了家庭，还以优异
成绩考入齐河县第一中学。

青砖，土墙的院落，是谯
英波的家。20年前，这曾经是
村中最好的房子，是村小学所
在地，后来学校合并废弃不
用。谯英波正面躺在床的一
侧，在另一侧以及枕头边上，
堆满了他翻看的关于书法的
书籍。床正冲着窗户，冬日的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谯英波

手举着“大演草”本，熟练地
一笔勾勒出了“招财进宝”的
空心字样。

谯英波16岁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仿古的桌
椅、门窗等木匠活儿。1998年，
谯英波家具生意越来越好，他
准备扩大生产规模。他买下了
闲置的校舍，作为扩大家具厂

的厂房。有了宽敞的校舍当厂
房，扩大家具厂的梦想迈出了
一大步。生意上的得意，加上此
时儿子的出生，让他更是觉得
上天对他太眷顾了。

然而就在1998年12月14
日，2 4岁的谯英波去齐河县
城洽谈业务回来的路上，一场
车祸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醒来

后，发现胸部以下全无知觉，
原本灵活的双腿再也不听使
唤。这才知道，他这一辈子再
也 站 不 起 来 了 。谯 英 波 说 ：

“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
几万元的外债。妻子撇下刚满
月的孩子跟我离婚了，快 5 0
岁的母亲夜夜流泪，精神出了
问题。”

一场车祸破灭了所有的梦

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支撑

一笔空心字十里八乡出了名

谯英波在床上创作空心字。 孙婷婷 摄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刘
振) 20日，记者从武城县旅游
局获悉，武城县委、县政府决定
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自
2015年起至2017年，县财政每
年安排500万元用于支持旅游
业的发展资金，旅游业迎来了
资金和政策红利。

据了解，自 2 0 1 5年起至
2017年，武城县财政每年安排
500万元用于支持旅游业的发
展资金，并出台《武城县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记者了解到，该《办法》明
确了资金的使用范围：总投资1

亿元以上，且当年实际投入不
低于3 0 0 0万元的重大旅游项
目；总投资1千万以上，且当年
实际投入不低于300万元的乡
村旅游项目；6户以上规模化发
展农(渔)家乐，且正式运营的
村(社区)；国家、省、市要求落
实县级配套(奖励)资金的旅游
项目。

武城设立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


	N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