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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西华县公

安局聂堆派出所对盗窃苹果手机的杨

某刑拘后依法提请县人民检察院批捕"

!

月
#

日!聂堆派出所何那警务室警

长刘国威在辖区前梁行政村走访时!听说

一家手机店手机被盗"刘国威立即着手调

查!得知犯罪嫌疑人是何那警务室辖区村

民杨某"

!

月
$%

日夜!刘国威确定杨某潜

回家中!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该所所

长张剑毅指派指导员贾辉带队! 与刘国

威#梁长领等连夜实施抓捕!在杨某家中

将其抓获"据杨某交待!他以修手机为名!

分散店主的注意力!在店主修手机时乘机

盗窃苹果
!

手机一部" !任君箫贾辉"

扶沟县白潭镇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活动#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

镇区环境的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建设#定期组织文艺汇演#努力满足群众的精神需

求% 图为近日白潭村豫剧团为群众表演豫剧&打金枝'% 记者 王泉林 摄

!

民生!专题组版编辑!韩志刚 童晓霞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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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0*1234'

-./0123456

记者 徐启峰

他最初是一名教师! 后来辞职办企

业!产品畅销全国$再后来他到北京做工

程!参与南水北调#禹亳铁路建设$知天

命之年!他又进军电商行业$他还是一个

$%

亿元基金会的掌管人!正在运作一批

周口籍企业家的公司打包上市%%

'

月
$#

日!在天津市河西区一幢写

字楼里!于杰接受记者专访!其缤纷多彩

的履历!并不因他平静的语气而打折!让

我们不由得赞叹& 他身上到底蕴藏着多

少能量'一路不停地挑战自己!马不停蹄

地创业#创业#再创业'

应时而动"三度站立行业潮头

于杰是项城市付集镇人! 现任天津

周口商会副会长! 同时还是广东省周口

商会会长"他的包里常备两张名片!一为

恒大微购商城北京#天津运营总监!一为

禹亳铁路副总经理#驻京办主任!两个看

似毫无关联的职业"除此之外!他还在天

津有棚户区开发项目! 在河南禹州有铁

路制梁厂!还是粤港澳基金会负责人"如

此之多的身份!注定他是闲不住的人"天

津商会会长王天洪开玩笑说&(于会长是

空中飞人!看他微信朋友圈!一天换一个

地方" )

他确实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年轻

时他是一名数学教师!先后在项城#沈丘

任教" 上个世纪
#%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遍神州大地! 也吹得年轻的于杰心

神荡漾"耐不住下海的诱惑!他辞职在老

家付集镇干了一个日用化工厂! 生产洗

头膏#护肤霜等产品" 当年他生产的(春

蕾)发乳不仅占据了周口城乡市场!还畅

销全国! 企业最红火的时候! 一年交了

'%

多万元的税! 曾是项城市知名企业#

利税大户"

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日化行业

进行了惨烈洗牌! 一些知名品牌尚难自

保!何况县市级的小厂'于杰的工厂受到

了严重冲击! 产品出现滞销!(那时人们

一看我的产品厂址是项城付集! 就觉得

不是大牌子!不愿再用了)"

做企业这几年让于杰眼界大开!既

然项城的项目不好做!索性当作弃子!在

别处打拼一番" 正巧这时有朋友介绍到

北京做工程建筑!他欣然前往"

"%%%

年!

北京昌平区建设农贸市场! 于杰与合伙

人中标! 建起一个占地
'%%

亩的农贸市

场!租赁形势极为红火!带来丰厚利润"

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这个市场

所在地被南方航空公司征用! 他由此得

到了一大笔征迁补偿金"

领到补偿金后!

"%%!

年! 于杰跻身

南水北调工程大项目的建设! 做了一单

上亿元的工程! 让建筑界的同行艳慕不

已$ 这个项目做完后!

"%%(

年他又获得

禹亳铁路高架桥项目的大单!

!

年后禹

亳铁路由河南省地方铁路升级到国家铁

路项目!里程提升!规格提高!一下子放

大了他的业务量"

真是幸运的人啊* 竟然参与了两个

国字号工程建设*

"%$'

年!国内著名企业+++恒大集

团盛邀于杰加入他们的新兴项目+++恒

大微购商城" 网购对于杰来说是个全新

的行业!但他认为!未来必将是互联网的

天下!毅然加入这个项目!负责北京#天

津地区的电商平台建设"

恒大 微 购 商 城 有 一 个 宣 传 片 !

说 & (

'%

年前 !你或许错过了个体户 $

"%

年前 !你或许错过了房地产 $如果

再错过电商时代 !我们还有多少年可

以去等待 ' )这几句话简直就是于杰

创业生涯的写照 ! 三次大的发展机

遇 !他都赶上了 !成功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了 "

顺势而为"助推禹亳铁路升级

如果把于杰的成功仅归功于幸运!

那显然是片面的"幸运的背后!是他对形

势的准确判断和对机遇的敏锐把握!还

有自身不懈的努力"

"%%!

年 ! 于杰的农贸市场被征迁

后!一直在找工程做"这时南水北调工程

启动了! 于杰的公司没有资质参与招投

标" 但是他认为!这个项目实在太大了!

肯定需要很多工程队去做! 第一轮竞标

自己没机会!但在第二轮工程建设中!自

己完全可以去尝试" 当时葛洲坝集团公

司中的标段较多! 于杰通过第三方积极

联系!与葛洲坝集团公司取得联系!获得

一个标段的防水渠开挖工程" 这个项目

造价
$

亿多元! 对于国内水电水利巨头

葛洲坝集团来说无足轻重! 但对民营建

筑商于杰来说就显得很大" (只要敢想!

机会总会有的")这次主动出击让于杰意

识到!与(巨头)合作并非高不可攀!一旦

成功收获必大"

进入禹亳铁路建设! 他遇到了更多

挑战"禹亳铁路的前身是许郸铁路!一条

大部分里程在周口境内的窄轨铁路 !

"%%#

年起立项升级改造为准轨铁路" 当

时国内一家大型施工企业中标禹亳铁路

高架桥项目! 但是这家企业并没有掌握

铁路制梁这项关键技术! 再加上当时甲

方给的桥梁价格较低!利润极少!这家企

业便将此项工程转包给于杰" 于杰也没

有接触过铁路制梁! 虽然明知是个风险

大# 收益低的工程! 却不愿错过这个机

会!因为他非常看好铁路基础产业!更看

重未来的机会!便一口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 于杰带领技术

人员多次到全国先进企业学习铁路制梁

工艺!终于获得铁路桥梁生产许可证!在

许昌建起了制梁厂"由于桥梁价格低!第

一笔生意于杰其实是赔钱的! 但工程做

下来! 甲方对于杰公司的施工质量和工

作态度都很满意! 便将更多的工程交给

他做"这样一步步做下来!于杰和禹亳铁

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接触中! 禹亳铁路方了解到于杰

在北京有深厚的人脉关系! 此时禹亳铁

路正急于升级! 便聘请他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驻京办主任!协调铁路升级事宜"

其时禹亳铁路全线长
'%%

公里!设

计时速
#%

公里
)

小时! 年运输能力
*%%%

万吨!是河南省重点工程!相比于改造前

的许郸窄轨铁路!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

对于沿途经过的广袤区域来说! 这样一

条铁路远远达不到经济发展的要求!迫

切需要再一次提升"

推动这样一个大项目前进! 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 于杰深刻了解到自己

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利用所有关系!联合

专家多方奔走呼告! 其中的烦琐艰辛不

必一一细说! 最终迎来最好的结果+++

禹亳铁路先后纳入中原经济区规划 #

(一带一路) 规划#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

划! 总里程升到
$%%%

公里! 设计时速

达到
""%

公里
)

小时! 东行至江苏洋口

港! 一条曾经拉煤的窄轨铁路! 即将蜕

变成为一条出海大通道 " 禹亳铁路升

级 ! 于杰是功臣之一 ! 对此他谦虚地

说& (禹亳铁路再次改造升级是大势所

趋! 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晶! 我只是欣逢

盛事! 尽了一分力而已")

是啊!时代的洪流携裹着每个人!但

是能否做出应有的业绩! 就看每个人的

造化与努力了!于杰无愧于自己的使命"

进军电商"自信迎接新挑战

大约
$%

年前!于杰在许亳高速公路

建设中,后并入永登高速公路-与投资方

恒大集团接触!合作良好!这次合作也奠

定了他与恒大集团的不解之缘"

"%$!

年!恒大集团邀请于杰加入恒

大微购商城" 恒大微购是一种新的电商

模式!以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来带动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其运营模式与淘宝#京

东等形式有所区别! 是恒大集团的一个

发展方向!也是
$%%+

的民族品牌" 于杰

认真考虑后决定加入!通过多次交流!他

拿到了恒大微购在北京和天津的经营

权" 现在于杰正和他的团队一起在京津

地区的
'%

多所高校#近千个社区建立集

采社!即线下体验店!形成线下体验
,

网

上购物的新型销售形式" 恒大微购商城

已于
!

月
$#

日正线上线!一个全新的网

购平台以挑战者的形象横空出世! 而于

杰正是冲在最前线的一员"

面对强势的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恒大微购商城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尚难定

论!但是无论如何!都要为于杰的勇气点

赞"为什么在近知天命之年去搞电商'于

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对

互联网经济都给予了高度肯定 !.互联

网
,

/的概念正在大行其道!所有产业开

始向互联网经济靠拢是一个必然的趋

势!我从铁路制梁向电商转变!其实是为

自己开通一个新产业! 带来更大的发展

空间" )

"%$!

年! 广东省周口商会改选!恒

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辞去会长职位!于

杰被推选为会长" 这又是一次全新的挑

战!(有许家印先生这么成功的先例在

前!我做这个会长实在惶恐" )于杰实话

实说"

为了商会的更好发展! 更好地服务

周口籍企业家!在于杰的主持下!商会成

立粤港澳基金有限发展公司! 目前已筹

资
$%

亿元!于杰任公司总经理!这个基

金公司将帮助中小企业在股市的三板#

四板上市" (在粤港澳地区!周口人创立

的公司有五六百家! 我们打算利用基金

公司这个平台整合资源! 把大家团结到

一块去!服务周口人在外创业")于杰说!

(单独一个企业上市很难!排队就要等
'

年!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来帮助大家!可以

将一批企业达到快速上市! 解决他们的

融资难题" )

由于对家乡建设长期以来不遗余力

地支持!于杰也获得家乡人的认可!在今

年的周口(两会(上!于杰当选为周口政

协常务委员"

回顾自己的创业生涯! 于杰认为无

论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自信" (作为一

个周口人!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周口是

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有很深厚的文化

底蕴!五千年的周口文化让我非常自信"

只要有自信#有理想#能坚持就没有完成

不了的目标!周口人到哪都不差!到哪都

能成功* )于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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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市-突破百万元
本报讯,记者 窦娜-记者昨日从市

慈善总会获悉! 截至
!

月
"!

日
$#

时!全

市 (扶贫济困一日捐 ) 活动募集善款

*%'-#*

万元!其中
"

个县
.

市
/

超过百万元"

市慈善总会捐赠办主任张兴旺介

绍!自(扶贫济困一日捐)活动启动以来!

全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 企业和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号召! 自觉自愿奉

献爱心!迅速掀起了捐款热潮" (截至目

前! 市直已有
((

家单位和个人捐款!共

计
("-0(

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

万元" )张兴旺表示!除了市直(一日

捐)工作开展顺利外!各县,市-的捐款活

动也进展良好 ! 善款超过百万元的县

,市-有两个!分别是项城市和商水县"项

城市募集
"$%

万元! 商水县募集
$%%

万

元!郸城县募集
1%

万元!太康县募集
"%

万元!黄泛区募集
"%

万元!开发区募集

$-%1

万元!其他县,市#区-正在积极组织

(一日捐)活动"

张兴旺说!项城市在全市(一日捐)

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后! 便积极组织开展

(一日捐)活动!领导率先垂范 #以身作

则!带头为慈善事业奉献爱心!树立了榜

样"从已捐款单位的数额来看!大多数单

位都较去年有明显增加"

在市慈善总会记录的捐款明细上!

记者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吕哲民#张

桂莲#刘祖伟%%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新

增加的名字&王相英#魏振华夫妇!万秀

英%%张兴旺告诉记者! 来捐款的这些

爱心人士有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但他

们都拿出了超出自己一天工资的捐款"

他们说的共同的一句话就是(这,捐款-

没什么! 就是想尽自己所能帮助一些有

需要的人)"

HIJK;<=>?@ABCDLFG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实习生 杨培

成 -为积极响应我市 (扶贫济困一日

捐) 活动的号召 !

!

月
"0

日上午 ! 河

南亿星集团组织集团公司# 名酒公司#

黄淮市场 # 天然气公司等 ! 积极开展

(扶贫济困一日捐 ) 活动 " 活动现场 !

该集团全体员工纷纷踊跃捐款 ! 拿出

自己一天的收入 ! 奉献自己的一片爱

心 !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困难群体的关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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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瑞才-

!

月
"#

日!

市文明办牵头!组织由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市城管办#市文明委职能部门代

表以及媒体记者
$1

人组成的考核组!

对中心城区多条主次干道的交通秩序

和第三次城管委全会上要求督办的城

市管理脏点乱点进行督查"通过查看示

范路和严管街打造进展情况!发现部分

区在(两小)市场建设上为城市管理(增

光添彩)!但(四区)城管部门因占道#出

店#小广告泛滥以及市交警部门在主要

拥堵路口出警#出勤率不高等原因被通

报批评"

当天上午!考核组沿七一路#大庆

路#文昌大道#新东环路#李埠口大街#

周口大道#太昊路!对市交警支队六个

大队所辖路段的交通秩序管理维护情

况!重点部位和路段警力部署和管理情

况以及(四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清扫

保洁# 路面清扫情况情况等进行督查"

在川汇区人和办事处管辖的庆丰路与

大庆路交叉口! 在城管人员的盯守下!

该处临时市场的拥堵和占道情况大大

缓解!交通秩序明显改观"

在经济开发区中原路与太昊路交

叉口!由于周边有骨科医院#车管所#黄

淮大市场等!小吃摊点纷纷(驻扎)!形

成了一处临时市场" 既然取缔不了!就

须多加疏导" 因此! 在该路口向西约

$%%

米路北!一座在建的(两小)市场正

在加紧装修!不久后即将投用"同时!在

朝阳路与太昊路口附近!也将建设一座

(两小)市场"

在东新区示范路文昌大道上!考核

组发现路中间的绿化带和路两边的沟

渠中!被多次督查点名通报的周口卫生

学校和周口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周边依

然是垃圾遍地"文昌大道东道一些店铺

占道和出店情况比较突出!政通路路口

北侧满是杂物"文昌大道沿途电线杆上

不时看到各类小广告"

在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示范路周

项路李埠口大街段!自李埠口市场投入

使用后!李埠口大街变得顺畅有序" 该

区城管部门负责人说&(李埠口市场和

苑寨市场建好投用以后!我们引导摊贩

入市有序经营!还路畅通" 经过一年多

来的持续宣传!一些村民的观念有了转

变!市容市貌有了好转" )从总体情况

看! 川汇区执法人员在岗履职较好!部

分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环境卫

生保持良好! 示范路打造初见成效!但

中心城区主要道路口的交通秩序还有

待提高!除七一路外!其他主要路口和

交通堵点出警和出勤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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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月
"!

日! 周

口义工联合爱心商家江苏宗申有限公

司在东新区搬口办事处翠红学校开展

(爱心书包送真情) 活动 ! 该校的
'%%

名留守儿童每人领到了一个崭新的书

包"

记者在现场看到! 领到新书包的孩

子们迫不及待地背在身上" 二年级的玲

玲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父母长年在外

务工" 拿着漂亮的书包!玲玲爱不释手!

高兴地说!她的书包坏了!早就想要一个

新的了!这下愿望实现了"

看着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

容! 爱心商家江苏宗申有限公司厂方代

表宋清波说&(关爱留守儿童的生活和身

心健康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举

办此次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爱心人士

关爱留守儿童!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

*

月份! 我们将走进李埠口段庄学

校" )

据周口义工会长郭宗辉介绍! 关爱

留守儿童活动开展以来! 他们先后为搬

口办事处朱庄小学# 文庄小学! 西华县

东王营乡朱营小学! 商水县谭庄宏大学

校! 淮阳县程楼小学捐建爱心图书室#

梦想家园活动室! 发放图书# 文具# 书

包 # 体育用品 # 课桌 # 校服等 ! 价值

$%

余万元"

于杰!右三"在(出彩周口人)旗上签名 于杰和他的恒大微购商城团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