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清大教育集团一直以履行社会责任
为己任，深耕于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每一天。
今年年初，清大教育集团成立“清·公益爱心协
会”，在关爱留守儿童、福利院儿童以及贫困弱势
群体方面，积极响应大时代对大担当的呼唤，开展
了“捐衣助爱”“让爱随行”“情牵福利院”等大型公
益活动，展现了一个有态度、有温度的企业形象。

清大教育集团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去年 3 月，赢得了“3 · 15 诚信品牌”的荣
誉，去年 12 月，清大教育、SSK 艺术教育、清大
优学分别获得“年度十大诚信品牌”“年度十
大服务品牌”和“年度 TOP100 影响力品牌”。

商丘较早的
中小学一对一辅导机构

清大教育是商丘市规模大、师资力量强的中小
学一对一个性化辅导学校，成立于2011年，总部位
于北京，清大提倡“1对1辅导，六位一体”的教学模
式，注重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学科知识的辅
导，视教学质量为生命，深受学生家长的认可，口口
相传，真正做到“学校—清大—家庭”360度全方位
辅导学生，无缝连接，做到因材施教，最大程度帮助
孩子全面提升。

科学的教学方法
1.基础知识、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学习心态、

在读学校教学水平综合分析；

2.找出知识盲区；
3.充分挖掘考生潜能，预测增分趋势；
4.教学团队以总分为目标围绕各科要点制订

有效的增分计划；
5.进行靶向定位强化训练，专职老师一对一

授课。
关心孩子成长每一天，一对一授课，随到随

学，清大教育中小学寒假集训招生正在进行中。
提分热线：0370—6080100

0370—6080300
一校地址：金银路实验小学西门
二校地址：神火大道与长江路

交叉口南100米路西二楼

清大教育谱华章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 2019年 3月 22日
上午 9：30分在我公司公开拍卖豫NNX693、
豫NNX796两辆小型汽车。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伍仟元。
凡有意竞买者，请在2019年3月21日16:00

前将竞买保证金交至我司指定账户，以实际到
账为准。法人及个人凭有效证件，并持交款凭
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开户银行：商丘华商银行梁园支行
（实验小学北门东）

账 号：00000021318323490012
户 名：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电 话：15333706017

0370—2858166
工商局监督电话：2625605
商务局监督电话：2560802

商丘市梁园区拍卖行
2019年3月14日

拍卖公告

编者按：

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总书记的讲话高
瞻远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
情深意切，寄托着对一亿中原
儿女的殷切希望，饱含着对河
南工作的深切关怀，为河南进
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
力。连日来，民权县各界广大
干群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他们纷纷表示用
习总书记的讲话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建设出
彩河南中打造美丽民权。商
丘日报《民权新闻》版将陆续
推出本报记者采访报道。

3月 12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全
国首届十大最美基层环保人之一、
民权县环保局干部丁世毅。

记者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丁
世毅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好像
有所准备一般地给记者谈起了学
习感受。

“总书记提到，乡村振兴包括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我
深有感触。”丁世毅说，长期的生态
环境基层工作让他认识到，良好生
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
富。乡村要振兴，农村必须美，必
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才能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
书记讲话中特别将‘乡村生态振兴’
作为‘五个振兴’之一，提出‘坚持绿
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
合治理，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
支撑点’，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
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

向，作为基层环保人，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将‘农村
美不美’作为检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标准。”丁世毅说，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是环保部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
着力点，也是生态环境部门使命所在、职能所在。

丁世毅说，天要蓝，地要青，美丽乡村就要从“收拾”村落
内外垃圾、田野白色薄膜做起。近年来，民权县加快推进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建设，取缔“小散乱污”企业，建成了国
家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水利风景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优，生态系统保持稳定，有力提升了区域环境承载力。但城市
和工业污染向农村和农业环境转移，农药化肥、秸秆焚烧、畜
禽养殖污染等问题仍比较突出，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基
础设施相对薄弱。

作为一名基层战线上的环保干部，丁世毅表示：“我们将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全面打好生态环保攻坚战，着力开
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洁净乡村建设、黑臭水体等环境治理项
目工程建设，为实施美丽民权行动作出环保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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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8月1日，处于内忧外患的大清
朝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黄河从兰
考铜瓦厢决口，这条巨龙龙头向北一摆，河
水改道大清河进入渤海。从此，将一段南
北宽 20余公里、高出地面 5—6米的旧河床
遗弃在华北平原上，这便是华北平原的脊
梁和海河、淮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故道。

这河床经历了百年岁月的苍桑和风霜
雪雨的洗礼；在百年沉睡中休养生息、吸取
养分和积蓄动力。到了 1954年，它被新中
国大建设的热浪唤醒，在苏联专家的帮助
下，建立了黄河故道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
区。

这是一个风土独一无二的葡萄酒产
区。

这独特体现在民权葡萄酒产区的一湾
湾湖水。

“水为万化之源”。这一湾湾湖水是来
自巴颜喀拉山的陈年雪水；是汇入了黄河
中上游 5000公里、8个省份、70余条河流之
水；是带来一路风情和丰富养分的黄河之
水；是商丘市的农业命脉和生命之水。

这一湾湾湖水，碧波荡漾，像颗颗璀璨
的翡翠镶嵌在民权大地上，四季风景如
画。春天，繁花似锦，“拂堤杨柳醉春烟”；
夏天，芦苇丛丛，“接天莲叶无穷碧”；秋天，
渔歌唱晚，“秋水共长天一色”；冬天，玉树
冰清，湖镜映照天鹅飞。

最西端的鲲鹏湖上连黄河，下接秋水
湖，水域面积980公顷。名取文哲大师庄子
的代表作《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寓意着民权人不畏
困难、昂扬向上、争创一流的精神和远大志
向。

秋水湖水域面积 2.5万余亩。名取庄
子的名篇《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故
事通过河伯与海神的对话告诉人们；河外
有海、天外有天。要保持永不自满、勇往直
前的进取精神。

龙泽湖水域面积 2万余亩。名源于当
地一个美丽的传说。公元 1814年夏天，黄
河水猛涨，狂风掀起一排排十几米高的巨
浪。突然，一条黑色巨龙从浪中腾起，逆流
而上。沿岸百姓见之纷纷跪拜，祈求神龙
护佑。一会儿，这条黑色巨龙潜入水底，随
之水退河安，巨龙潜入的地方形成了数十
米深的潭坑。被后人喻为龙门潭坑。传说
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之心。

这独特体现在民权葡萄酒产区的万顷
沃土。

土为万物之母。这里的土壤母质是黄
河冲积物。“黄河斗水，泥沙居七”。沙量之
大，为世界之首。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带

来了宁、蒙大漠的金沙，带来了贺兰山脉的
钙质，带来了黄土高原的淤泥。伴随着黄
河水，越过一座座高山、闯过一道道山峡、
冲过一段段激流险滩，最后沉积在这里。

这土壤具有多变性。在水平分布上，
有淤土、砂土、两合土、小两合土。因水的
流速不同，泥沙沉积亦不同。河水流的急，
沉下的是粗砂土；河水流的慢，形成的是粘
淤土；不急不慢，沉下的是两合土；低洼积
水的地方，形成了盐碱地。因此，黄河故道
内有“三里不同地，五里沙变淤”之说。据
统计，民权县境分布着最适宜葡萄种植的
五大沙系。

这土壤具有复杂性。在土层的垂直分
布上，多为层次状排列。因河床每年淤积
有10多厘米，剖开故道内的土壤，可以看到
沙土、壤土、粘土层次复式构型。

这土壤具有特殊性。黄河中上游带来
的氮、磷、钾、钙、铁等微量元素及其他沉积
物，土壤肥沃。据专家研究，黄河故道金属
元素背景值低于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
有益微生物和活性酶高于其他土壤。

这独特体现在人们的性格和风俗习
惯。

作为河南的葡萄酒产区，人们的性格
和风俗习惯自然打上了深深的中原印记。
正所谓“风土秉中和之气，得四方之正，是
以习俗好尚奢俭得中，自得恬熙之乐”，铸

就了人们勤劳朴实、奔放倔强和心胸开阔、
刚柔相济的自然特征，并形成了特定的风
俗。

农本思想，俗好农耕。中原是农耕文
化的发源地，这里的农民重视土地和种植
业。有种植林果的习惯，常说“家中一亩
园，胜似十亩田”。人们特别喜欢种植葡
萄，常常在庭院、房前、地头栽植葡萄棚架，
既可采食葡萄，也是乘凉休息和餐饮的场
所。多数农民会管理葡萄，并且注重精耕
细作和有机肥沤制及施用。有“种地不上
粪、等于瞎胡混”“粪是庄稼宝、没它长不
好”的农谚，对施用有机肥，发展有机种植，
有天然的认同感。

喜勤尚质，奢俭得中。民众勤劳，性行
质朴，不事奢华。生活俭朴，但也注重提高
生活水平。千百年来，因黄河经常决口，人
们不敢过多置办财产，家中余粮余财多用
来吃穿，民间习惯在日常劳作之余饮上三
杯两盏。

难动以非，易感于义。民众待人处事，
大度包容，朴实而不矫情，虽内带几分倔
强，然性情豁达开朗，有好义尚侠之风。

这独特的一湾湾湖水，这独特复杂多
元的土壤，这独特的民众性格和风俗，构成
了民权葡萄酒产区的独特风土。 这独特
的风土化作棵棵葡萄的缕缕果香，一定会
酿造出一桶桶具有灵魂的葡萄美酒。

这是一个风土独特的葡萄酒产区
瞿志君 卢彦林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入春以来，民
权县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创新筹资方
式，广开融资渠道，与绿化公司合作，
构建“多赢”的生态建设格局。该县紧
紧围绕 2019年植树造林目标任务，早谋
划、早安排、快行动，采取得力措施，
加大攻坚力度，迅速组织开展春季植树
活动，并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县
已完成植树造林1.3万亩。

2019 年，该县按照森林河南和森林

商丘建设部署，以省级森林城市建设为
抓手，以“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
农田林网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
化”为工作主思路，大力实施森林乡村
建设、农田林网建设，廊道绿化、特色
经济林等各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积极
构建生态良好、布局合理、功能完备、
结构稳定的生态系统。全县各级各部门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按
照创建责任分工，逐项落实创建任务，
大力开展沿路、沿水、沿城、沿村造林
绿化，加快建设生态廊道、农田林网和

森林乡村，确保完成好年度造林任务。
为扎实推动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开

展，圆满完成造林任务，该县积极组织
开展春季植树造林督促指导。为保障造
林绿化成效，县绿化委员会会同县政府
督查室成立了 4 个督导组，开展巡回督
导，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为严把
植树造林质量关，在植树造林活动中，
该县林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植树造
林现场，对整地、挖坑、栽植及管护进
行技术指导，确保栽植一棵成活一棵、
栽植一片、成林一片。各督导组按照督

导内容的要求，每天以乡镇为单位汇总
督查情况，及时通报造林进度。表扬先
进、批评后进，促进全县造林活动平衡
发展。同时，他们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化发展理念，
进一步激发全县人民爱林、造林、护林
的工作热情，动员全县人民积极投身到
春季造林活动中去，形成了自觉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国土绿化的思想
共识和群众基础，以实际行动建设生态
绿色民权。

全县一个月植树造林1.3万亩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3月12日，民权县高新区领导接到
卢氏县人社部门人员打来电话，他们争取在月底前把首批为
民权招聘约50名务工人员输送到民权县有关企业。

卢氏的50名务工人员为啥来民权打工？
原来，今年刚出正月，红红火火的生产形势让位于民权

县高新区的多家企业出现了用工短缺，而与民权县一样同为
海关总署定点扶贫帮扶单位鲁山县和卢氏县却有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急需外出务工。

如何解决民权县企业用工难招工荒和鲁山、卢氏县外出
务工人员寻找出路的问题和诉求，海关总署充分发挥扶贫信
息共享主渠道优势，为用工企业和外出务工人员搭起了联姻
桥，积极探索了一条定点扶贫县之间招工务工的新模式。

3月 7日，民权县政府领导分别带领高新区万宝、澳柯
玛、宏马科技等三家企业到了卢氏县和鲁山县进行现场招
工。当天，民权县领导带领企业负责人为社区群众发放企业
招工宣传彩页，并通过广播现场宣传民权县地理位置、交通方
式和居民饮食等风俗习惯，介绍高新区企业类别、经济效益和
未来发展趋势，当场承诺用工薪酬和福利待遇等保障措施。

今后，民权、卢氏、鲁山三县将逐步推进招工用工合
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互惠共赢的良好格局。

海关总署搭起联姻桥

助力民权企业招工

勃艮第葡萄园风土世界文化遗产联合会名誉主席奥贝尔·德维兰说过：“风土是葡萄酒的灵魂，是一切伟大葡萄酒的基础”。

何谓风土？从概念上讲应该是一个地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总称。包括水土、山川、气候、物产和人文风俗、习惯等因素。

本文重点探寻民权葡萄酒产区中的独特土壤、水文和人文风俗、习惯。

全力推进全力推进

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土绿化提速行动

连日来，民权县紧紧围绕2019年植树造林目标任务，采取得力措施，加大攻坚力度，迅速组织开展春季植
树活动，各级干部带头植树造绿，取得显著成效。图为正月初七上班第一天，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在黄河故道
生态走廊孙六段植树。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连日来，民权县南华街道办事处紧抓春季植树造林的大好时
机，全体干部职工齐聚小王村村西、民伯路东侧义务植树现场，挥
锨铲土、定植浇水，为南华再添新绿。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