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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岁的初中毕业生能干啥呢？家境困难的崔杰想不了这么
多，只想走出去，能够糊口就行。上哪去呀？首选之地自然是祖
国的首都——北京。

不久，崔杰终于找到一份做红酒销售的工作，倍加珍惜，努
力工作，边做边学。2001年年底，崔杰熟悉了北京的行情，也熟
悉了红酒销售行业的运营。才 21岁的他，竟然雄心勃勃，他要自
己开公司了，尽管他只有3万元。

公司从 2002年初开业至破产，时间不足一年。崔杰人生第一
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不过，对他而言，最大的收获是总结出自己
创业失败的原因：年纪轻，学历低，知识匮乏。崔杰不服气，创
业艰难也不过从头再来。他很快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
函授班，他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崔杰的机会来得很巧。同在一个小区租房的商丘老乡，做着
服装生意。有一天，他跟崔杰聊天时说，说一千道一万，衣食住
行最关键，人人都需要，衣服要排在第一位。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崔杰眼睛一亮，就做服装了。

2003年，崔杰进入金吉列公司做业务员。他用真诚与服务打
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甚至多年后，依然

有很多客户还找他继续合作。
商机来了，适逢北京公交总公司员工整体换装。为了做成这

笔生意，崔杰天天去找北京公交总公司的负责人，只要求给一个
公平竞争的机会。最终，崔杰拿下了第一笔业务，得到了 16万元
的奖励。这是崔杰一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拿到钱，崔杰第
一件事情就是给父母在商丘城里卖一套房子。

2005年9月，崔杰注册成立了北京贝亚特服装有限公司，为企
事业单位做工作服，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不过，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对手，必须走在别人前面。
崔杰经过认真调研，迅速推出了两项优质服务： 一年售后服务及
高级定制。一年售后，是指一年的售后服务期，只要是贝亚特的
客户，购买服装一年之内，打个电话，即使掉了一颗纽扣，也要
派员工上门服务。崔杰推出的高级定制服务，针对的是中低端客
户群，但是质优价廉，服务周到。这两项服务的推出，让北京贝
亚特服装有限公司在北京业界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2009 年的北京，职业装的恶性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这一
年，北京市有 6000多家职业装公司开业，同年，北京市有近 6000
家职业装企业倒闭。在这种残酷无序的竞争中，崔杰保持着冷静

的头脑，在危机中发现商机，逆势而动。2009年9月，崔杰注册了
北京圣爵芙服装公司，有了自己的品牌。靠着优质的销售服务，
崔杰的公司迅速壮大，2012年公司营业额 3000余万元，至今，他
公司的营业额每年以30%—50%的增幅增长。

随着公司的发展，崔杰开始涉足家政、科技、文化传媒等领
域，相继成立了北京捌零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好人家政有限公
司。崔杰开始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助学、助老等社会公益活动
中去。他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多帮助一些人。

2008年年初，崔杰与河南老乡李高峰共同成立了河南在京人
员志愿者协会。汶川大地震后，崔杰准备了羽绒服、书包、学生
教材以及善款 10万元，与志愿者一起送到汶川灾区。2008年北京
奥运会期间，作为奥运会志愿者的崔杰向组委会申请了3个志愿者
岗亭，岗亭以“河南志愿者”命名。

崔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刻不忘回馈社会的爱心，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他是“尊老爱幼”北京
爱心使者，中国关爱公益杰出贡献人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个
人贡献奖的获得者。崔杰说，做好事，让别人舒服，同时自己也
开心，人人如此，就能积小善而成大爱。

崔杰：倾力打造服装私人订制第一品牌
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9月 25日，记者在商丘古城
内看到，五千年不断脉并有五百年重建史、素有“中国
古城池建城史的天然博物馆”之美誉的商丘古城，将以
全新的面貌亮相 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涵盖了古
城南门至东门共十余个建设项目的古城东南片区“一公
里精品旅游线路”，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该
项目是睢阳区重点打造的古城旅游示范项目，是今年华
商节期间展示商丘古城的重要窗口。

睢阳区正在全力推进商丘“金三角”之一的古城保
护建设工作。商丘古城棚户区改造 2013 年 5 月正式启
动，擂响古城保护建设和复兴古城的战鼓。商丘古城保
护建设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全市人民梦寐以求的
古城梦正在变成现实。目前，商丘古城棚户区改造安置
房项目进展顺利。该项目按照建设规模分为五个地块，

总投资 18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的阏伯社区一期、华
商东苑、梦缘小区等三块地总投资 12亿元，已完成投资
约5.5亿元，计划2016年年底前陆续交付使用。阏伯社区
二期已于今年8月31日破土动工。2号地计划进行PPP模
式整体打包实施建设。《商丘古城旅游区归德府城修建性
详细规划》和《商丘历代古城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顺
利通过评审。东南城墙维修加固工程和陈氏四合院主体
修复工程已经完成。美人胡同、城隍庙等一批项目相继
开工建设，古城历史文化风貌逐步再现。

商丘古城东南片区“一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情
况主要包括：归德府城墙修复加固工程、一公里游览道
路工程、美人胡同项目、归德驿馆、凤池及景观工程、
近代工业园遗址项目、三套工业厂房项目、东马道街商
业片区项目、福音堂休闲广场项目、陈家大院项目等十
余个建设项目。

“一公里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古城南门至东门共十
余个建设项目，从南至北贯穿古城，把一个个历史遗珠
串联起来。线路建成后，商丘古城将揭开面纱的一角，
将向社会各界人士和前来商丘观光的游客充分展示商丘
古城的魅力，是一条集历史人文建筑、餐饮休闲文化娱
乐为一体的特色旅游线路。

商丘古城将全新亮相国际华商节
“一公里旅游线路”将成为展示古城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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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商丘古城东南片区“一公里精品旅游线路”的陈
家大院项目。“一公里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古城南门至
东门共十余个建设项目，从南至北贯穿古城，把一个个历
史遗珠串联起来。陈家大院为清初诗人陈宗石及其后人的
府邸，始建于明末清初，是古城内传统历史民居建筑的典
型代表。 本报记者 白鹏 摄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9月29日，商丘邦杰食品有限
公司年产 5万吨清真牛肉制品生产线，在商丘新型生态食
品产业园隆重举行投产仪式，以此向国庆献礼。商丘生产
线的投产，也为集团公司实现拓展华东市场、实施全国营
销网络布局、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实力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河南邦杰控股集团专业从事肉类加工近 30年，长期致
力于从草原到餐桌的绿色产业链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
集牛羊饲养、屠宰分割、熟食加工、冷链物流、广告传媒于
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邦杰集团先后被农业部授予“国家
肉牛养殖示范场”、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全国食品工
业优秀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并获评“中国名牌产品”

“河南省著名商标”等。
据了解，商丘邦杰食品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完成投资 2.4

亿元人民币，建成生产车间4.5万平方米，科研、办公楼1.6
万平方米，高起点、高标准建成年产5万吨清真牛肉制品生
产线。全面达产后，可吸纳就业人员 1500人，年销售收入
可达25亿元，创利税总额2.5亿元。

睢阳区有关负责人表示，食品产业是我市的主导支柱产
业，睢阳区委、区政府坚持主动为企业搞好服务，破解难
题，进一步做大做强食品产业，努力创建中国最大的食品生
产基地。商丘邦杰食品有限公司落户商丘，不仅是睢阳区招
商引资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也是该区食品产业发展和项目
建设中的一大喜事。邦杰的顺利投产，必将对推动我市食品
产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带动更多知名企业落户商丘。

“商丘邦杰食品加工项目从立项到征地、从建设到投
产，得到了商丘市、睢阳区、食品产业园、文化办事处等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的真诚关切和鼎力支持，我一直被商
丘人的真诚、朴实所感动着。”河南邦杰控股集团董事长夏
明光动情地说，“我们将借力‘华商之源、通达商丘’的响
亮品牌，发扬‘一言九鼎，实干兴商’的商丘城市精神，把
邦杰品牌打造成中国清真肉食产业领军品牌，为建设新商丘
做出积极贡献。”

商丘邦杰昨日顺利投产

崔杰：梁园区观堂乡贾庄村
人，为了糊口，远涉京城，四处求
职，做过保安，销售红酒，经营服
装，两次创业，不怕失败，重新再
来。现任北京圣爵芙服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北京捌零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

创业感悟：先做人，后做事，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日月湖是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系工
程，是引黄调蓄、灌溉补源、生态观光、民权
电厂供水的综合性水系工程，占地面积1.43 平
方公里，水域面积1.17 平方公里。目前，湖体
景观微地形施工已经完成，桥梁、建筑用房等
配套设施正在加紧推进，景观绿化树木已经栽
种4700余棵。

据了解，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系工
程以塑造现代生态环境为理念，致力打造独特
的河湖水系与环境景观特色，形成集防洪、文
化、休闲、慢行、景观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景
观通廊。工程建成后，将和商丘古城南湖形成
一古一新、遥相呼应的生态发展良好格局，可
改善商丘市三义寨灌区南部15万亩的灌溉用水
条件，提高城市防洪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是一项惠及民生、经济效益突出、社会效
益明显、生态效益显著的宏大工程。

大美日月湖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日月湖全景。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游人沉醉日月湖。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湖畔甬道秋色迷人。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9月29日上午市五次党代会刚刚闭
幕，当天下午，睢阳区坞墙镇立即召开会议，第一时间传达
贯彻学习市五次党代会精神。该镇镇直机关干部和各行政村
负责人200余人参加会议。

坞墙镇历史悠久、交通便利，属 3600年前的商朝第一都
古南亳所在之地，105 国道和 327 省道在此交会，可以说是

“华商之源、通达商丘”的一个缩影。该镇2014年被评为“全
国重点镇”，中心镇区已形成“六纵九横”的格局，镇区内人
口已增加到2万余人，镇区已初步成为简徽派的统一风格的小
镇，对周边乡镇具有一定的引领和影响力。

省十次党代会代表、市五次党代会代表、坞墙镇党委书
记孟超表示：“坞墙镇要在市五次党代会精神的引领下，不忘
初心，坚持打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把坞墙镇建成
一个宜居、宜业，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中心性区域城镇，为
商丘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忘初心 坚持打拼

坞墙镇贯彻市五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9月 27日，淅沥的秋雨中，睢阳
区大气办执法检查组的葛全仁等人驱车例行巡查。在工业大道
的一段辅道上，他们发现大面积裸露的新土，随即拍照取证，
向所属责任单位下达整改通知。

自 9月 6日睢阳区大气办正式成为常设临时机构后，这样
的例行巡查每天都在进行。连日来，大气办通过一系列专项督
查，继续保持对大气污染的高压防治态势，坚决守护好蓝天白
云，为即将召开的 2016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创造高质量的
空气环境。截至目前，共处置各类涉污督办案件183件，其中
整改完成121件。

餐饮单位油烟净化器安装使用情况一直是睢阳区大气办的
管控重点，为了确保全区300平方米以上的饮食服务业全部纳
入市监测系统，督办力度和进度持续加大。截至目前，共发现
问题36件，已整改完成24件；配合市大气办对辖区21家关停
餐饮店进行了复检，4家违规餐饮店被关停。同时，对喷漆中
心、汽车维修、集贸市场屠宰业进行摸底排查，发现问题 15
个，已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目前整改完成10个。

“比较突出的污染问题是各类施工工地的扬尘。”睢阳区大
气办主任苗军介绍说，在施工工地、道路扬尘专项督查中，执
法人员发现多半工地在施工期间基本无覆盖、无任何降尘措
施，没有按照“六个百分之百”要求施工。大气办对负有监管
责任的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约谈，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措
施。截至目前，共发现问题101件，已整改完成65件。

据了解，针对辖区内砖瓦窑厂、燃煤锅炉、“新五小”“十
五小”、混凝土搅拌站等，睢阳区大气办与市大气办第三督导
组积极联合，开展了联合专项督查。目前，88家燃煤锅炉及
重污染燃料锅炉企业已拆改完成 86家，提标改造 2家；11家

“新五小”“十五小”企业已全部关停。

睢阳区大气办

守护“商丘蓝”助力华商节

9月29日，团市委组织全市200多名团员青年、少先队
员在市行政中心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
国庆“快闪”活动。6分钟的时间里，用音乐舞蹈、歌曲演
唱等形式展示商丘青少年的良好精神面貌，祝福伟大祖国生
日快乐、繁荣昌盛，祝贺我市第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9月29日下午，我市召开城区综
合调水协调会，协调我市城区综合调水相关单位协调联动，
明确分工，确保调水成功，改善城市内河主河道水质，为日
月湖蓄水。副市长张家明、王仲田参会。

会议要求，市水利局继续协调上游黄河故道沿线任庄、
吴屯、林七等水库，确保有超 3立方米/秒流量的水引入我
市，协调省水利厅豫东监管局在调水期间确保兰考、杞县三
分闸不再提灌。城管局负责截污问题，9月30日起对内河沿
线进行地毯式排查，确保排污口不再向河道排水，今后对排
污口的监控要常态化、制度化，禁止以各种形式向内河河道
排污。市城管局负责的闸涵，在调水期间要按市防汛办、引
黄办、内河办会商意见适时关启闸门。市环保局及时按河
段、节点做好水质监控保障，第一时间提供相关数据。示范
区、梁园区、睢阳区要确保在目前不需灌溉的情况下停止一
切分水行为，参会各单位要协调联动，确保调水成功。

我市召开城区综合调水协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