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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刘家排村，一个15岁的少年为了谋求生计和出路，告别家乡，来到资兴与宜章两县交界的滁口乡，从此在资
兴扎根。40年风雨人生路，少年靠着在建筑工地打零工起步，历经磨砺，逐渐成为资兴市建筑行业的领头雁，并于2007年成立了资兴玺融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玺融公司”）。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玺融公司现已发展成为资兴市一家集房地产开发、施工、销售和劳务派遣一条龙服务的国家二级建
筑企业，亦是郴州市屈指可数的知名品牌企业之一。而这位当初怀揣梦想、离家闯荡的少年也变成了梦想成真、回报社会的中年人。他，叫胡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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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郴州市“最美慈善人”、资兴玺融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最保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娟丽 通讯员 王化平

胡最保出生于隆回县羊古坳乡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家中10个兄弟姊妹中，他最小，却最能为父
母和兄弟姊妹着想。因为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
胡最保便毅然选择外出打工挣钱养家。

外出打工本身就是一件艰难而曲折的事，尤
其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年仅 15 岁的孩子而言，
独自一人背井离乡谋生，更是难上加难。一个
偶然的机会，胡最保听说郴州市东江水电站在
搞建设，需要大量工人，他便只身前往。因为没
有任何技术，起初他只能在工地上做小工，卸
砖、挑沙灰、拎泥桶，什么都干，且什么都做得又
快又好，他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的本性，尤其是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赢得了老板的喜爱与器
重。打工之初的艰辛磨砺了胡最保百折不挠的
刚毅品质，也成就了他立志脱贫致富、造福一方
的远大志向。

在经历了几年杂工生活之后，胡最保积累
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眼瞅东江水电站建设处处

都有小工程，他开始盘算带领工友们摆脱“吃
完上顿，不知下顿”的生活。但因为自己是外
地人，没有任何人脉，也没有雄厚的资金保
障，更谈不上背景一说，所以只能从别人不愿
意做的项目做起。而这样的工程，往往是任务
重、时间紧、利润薄，但胡最保从不计较，反
而牢把工程质量关，坚持做到精益求精。至
今，他仍清楚地记得自己承包的第一个工程是
修缮水渠，工程完工后，他赚了不到 1000 元，
但发包方在验收完工程项目后给予了他务实、
负责的评价。

由于他的诚实守信，所建设的工程项目质
量有保障，胡最保带领的施工队获得了长足发
展，所承建的项目从开始时的移民公路、水渠
等附属工程建设，慢慢转为承包建房，队伍也
由最初的 10 多人，发展到了 100 多人。经过十
几年的实践磨炼，施工队的建筑技术日益娴
熟，施工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胡最保深

知，要想把队伍做大做强，就必须组建自己的
企业，实现从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变。

2007 年，资兴市第三建筑公司破产改制，
胡最保抓住这个机遇，对其进行重组，组建了
资兴玺融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他懂
经营善管理，公司规模越做越大、经营效
益不断提高，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在事业面前从不止步的胡最保，随后
又成立了资兴兴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和资兴玺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断拓宽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强
企业的竞争力。通过他的不断努
力，资兴玺融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资兴市
一家集房地产开发、施工、
销售和劳务派遣“一条龙”
服务的国家二级建筑企业，
先后获得多项省、市荣誉。

外出闯荡创大业

资兴市二完小，一栋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
5 层的新教学楼里，每天传来朗朗书声。这是
2017年资兴市为了化解大班额、迎接全省教育两
项督导检查而赶建的样板工程，从开工到交付使
用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啃下这块“硬骨
头”的承建商即是玺融公司。

“因为时间紧，很多建筑公司不敢接，我们
从7月8日开工，到9月交付使用，既确保了学校
如期开学，又保证了建筑质量，获得了资兴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胡最保介绍，在2017
年的那个暑假，当很多人都想着去哪儿避暑时，
胡最保却带着他的团队，每天不分昼夜、加班
加点 24 小时施工，工人实行三班倒，而胡最保
却每天守在工地达 20 小时。在他的严格管理和
亲力亲为下，这项工程创造了资兴市建筑史上
最快速度，同时质量达到优良。

工程竣工不久，当年 10 月，玺融公司又承
建了资兴市东江罗围小学的新建教学楼工程。
罗围小学的新教学楼所处地形地貌复杂，两边
都是住宅区，地基又必须打深，可深挖地基很
有可能会导致两边住宅楼房下沉或开裂，这怎
么办呢？凭着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建筑水平，
胡最保率领公司团队采取各种办法，在不影响
两边楼房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完成了施工任

务，2018年9月1日交付使用4栋，2019年9月1
日交付使用 1 栋。这一工程被作为 2019 年 12 月
下旬资兴市“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参观的一
个项目！

专业与诚信是胡最保干事创业的信条，对
社会对人民负责，靠技术和品德造楼。在质量
管理中，他始终贯穿着一个严字，严明组织、
严密工序、严格检测、严肃纪律，精工细作、
精益求精。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管理理念，胡最保自创
业以来，一直注重加强自身学习，积极引进同
行先进管理经验，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他把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
上，脱产到湖南城市学院学习，获得了房屋建
筑工程专业的大专文凭。还多次参加省、市有
关部门组织的建筑工程业务培训，先后获得了
国家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师、建筑高级工程
师的职称，切实提高了自己在建筑业务方面的
能力和素质。在公司内部，他从宏观上决策，从
细微处入手，采取人性化的管理，让员工充分感
受到家的温暖，从心底里为公司建设当好主人
翁。为了提高员工业务能力，胡最保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学习方法，几年来，先后多次带
领员工去外地参加培训学习，高薪聘请有关专家

来公司讲课，使企业员
工 的 综 合 素 质 不 断 提
高。目前，他旗下的公
司拥有各种专业工程技
术人员共150人，其中
高级工程师5人，工程
师 30 人，助理工程师
43 人；取得注册建造
师资质的有20人。

严自当头德为先。
多年来，胡最保旗下的
公司从未发生过重大质
量安全事故，高质量的
项目品质使公司在当地
拥有了极好的口碑和声
誉。所承建的基建项目也
日益增多，遍布郴州各地，
仅资兴市、宜章县两地就有
数十个建筑项目以及一批规
模较大的市政设施项目，施工
总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合格
率 100%，赢得了主管部门及广
大业主的一致好评。玺融，已成
为资兴建筑界的一大品牌！

严铸品牌造大楼

资兴市立中学高二优秀学生小何，因父亲创
业失败欠下巨额债务，父母离异，靠年迈的爷爷
奶奶打临工来维持生活。2019年暑假，胡最保了
解小何的情况后，承担了小何从高二到大学毕业
的学费和生活费共12万元，其中6万元早已转入
资兴市教育基金会的账户。

资兴市州门司镇春牛村贫困生樊文娟，2017
年考取四川音乐学院，为了帮她圆大学梦，胡最保
决定资助她读完大学，现已资助5.3万元。

资兴市滁口镇大江村女孩黄明清，父亲因病
去世，母亲是聋哑痴呆人，胡最保2012年开始资助
其读书，共资助4.2万元让其完成义务教育。

大约2015年，州门司镇鸭公垅村有两老建房
子，房子还没建成就倒塌了，胡最保从那经过，
见老人一家生活困难，捐款1万元。

2016年，资兴市白廊乡有个学生不幸患了白
血病，胡最保捐款1万元。

2018年春节前，一名年轻女子从广州打工回
资兴过年，路上因车祸遭受重伤变成了植物人，
可恨的是女子的丈夫竟然卷走了车主赔偿的部分
资金——4万元。胡最保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
后，到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这名可怜的女
子，并捐款1万元。

2006年7月15日，资兴市遭遇百年不遇的洪
灾。胡最保带头并积极发动员工为灾区捐款，在
很短的时间内便筹得善款近4万元，及时送到受
灾群众的手里。

……
扶贫帮困、救人危难！像这样捐款献爱心的

事例，胡最保不知有过多少次，也不知捐过多少
钱。“看到有困难的人，我就忍不住想帮一帮。”
胡最保说。

此外，胡最保每年给资兴市教育基金会捐款
10万元、给资兴市慈善总会捐款5万元以上，支
持资兴市扶贫办一对一扶贫工作数万元，还有滁
口、清江、东江街道等乡镇教育基金会各捐款2
万元以上，给寿佛寺捐款数万元……

“我好像成了扶贫办的了，哪里有困难就来
找我。”胡最保笑道。的确，在脱贫攻坚的路
上，胡最保更是肩负了沉重的担子。2017 年初
起，胡最保一对一帮扶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宝南村
的8户贫困户，并签订了帮扶责任状，其中好几
户为特困户。当年3月份的第一次走访，胡最保
没有按照给每户送400元的统一要求，而是给了
每户 800 元，当天就送去扶贫慰问金 6400 元。

“看到有户80岁的老两口带着两孙子、儿子因车
祸成了植物人的惨景时，我觉得400块钱实在拿
不出手。”胡最保深表同情地说。

2018年，胡最保到资兴市滁口镇大江村结对
帮扶8户贫困户，不久又到资兴市汤溪镇谷洞、皮
石、青林等村结对帮扶8户贫困户。在大江村走访
时，胡最保了解到，贫困户唐白羽因其丈夫2017年
因病去世，独自艰难带着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为
了让唐白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胡最保安排唐白
羽到玺融公司的项目部去做炊事员，月薪2100元。

扶贫扶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自2007年以
来，玺融公司每年安排就业300多人次，其中包括
几十名下岗职工、残疾人士及退伍军人。肖某本
是一名下岗工人，10 年前因一次车祸造成残疾。
胡最保了解他的情况后，把他安排到公司里来做
文员。10年来，肖某在玺融公司工作稳定而开心。

基于胡最保在资兴建筑界和公益领域作出的
贡献，作为一位优秀企业家，他被推荐为资兴市
政协第七届、八届委员。在做大做强事业并获得

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的同时，胡最保始终
坚持饮水思源、富而思进，他以社会公益事
业为已任，倾情回报社会，用广博的爱心和执
着的追求，成为了资兴市慈善楷模！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尽管很小就离开了家
乡，但胡最保对家乡却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从
1998年开始，胡最保每年年底都要回老家看望慰
问村里的老人，给全村10多个70岁以上的老人
各送去 600 元慰问金和一些烟酒等礼品。为此，
他被评为隆回县第三届十大孝亲敬老之星、
2017年度邵阳市“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近年来，胡最保为家乡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新农村建设等公益性事业慷慨捐款，无私奉
献。从他老家所在的自然村到刘家排村委会，有一
段4.9公里的路程，过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村民
出行、生产生活非常不便。为了修通这条路，让小
道变大道，多年来，胡最保先后投资100多万元，从
修毛路到硬化，每一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6 年至 2018 年，胡最
保和玺融公司累计为慈善和公益事业捐款400多
万元，20 余年的爱心回馈社会，也使他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和好评。胡最保先后获得
了“中国世纪风采人物”“郴州市十大民营企业
家”“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优
秀政协委员”“工商联优秀会员”“扶贫助学、
尊师重教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年8月，胡最
保获评郴州市第二届“新时代郴州榜样·最美
慈善人”。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这
就是胡最保，他脚踏的是自己的事业，心怀的
是群众的冷暖。他用激情和汗水，书写了事业的
传奇；他用责任与爱心，诠释了企业家的担当！

帮贫扶困写大爱

身为资兴玺融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胡最保，还兼任资兴市工商联副主席、资兴市建
筑协会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从一个挑沙拎桶做苦力的打工仔到拥有3家实业公司、总资产数千万元
的民营企业家，胡最保的创业之路，坎坷艰辛而又颇具传奇色彩；而他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领
跑公益的扶贫帮困故事，更是令人动容！

玺融公司承建的资兴市二完小教学楼

2019 年 11月 15日，在中华慈善总会
“慈善公益流动宣传车郴州行——首站资兴”
启动仪式上，胡最保与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
志愿者慈善促进会执行会长徐镱轩合影。

胡最保在办公室审阅工程图纸胡最保在办公室审阅工程图纸

“玺融”荣誉榜

腊月初八，胡最保带领员工志愿者去
给工人赠腊八粥

玺融公司承建的资兴市兴宁中学教学楼等工程玺融公司承建的资兴市兴宁中学教学楼等工程

●湖南省、郴州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
示范工程、示范工地

●郴州市市级安全质量标准化企业
●郴州市建筑企业诚信AA级企业
●湖南省企业信用AAA级企业
●郴州市民营企业30强企业
●郴州十佳拥军企业
●郴州市十大民营企业家
●郴州市最美扶贫人物
●新时代郴州榜样·最美慈善人
●慈善企业家

自2007年以来，公司每年完成营
业额约1.5亿元，每年上交各项税费
几百万元，2016年上缴税金500多
万元，2017年上缴税金800多万
元，2018年上缴税金1000多万
元，2019年上缴税金3900多
万元，在本土企业中名列

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