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迎宾大道（太昊路—开元大道段）
实行部分车辆交通管制的公告

������为了确保周口城区七条景观路升级
改造工程之一———迎宾大道工程的快

速建设、安全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市政府决
定自 2018年 6月 20日至 2018年 9月 5
日（全天候）对迎宾大道（太昊路—开元
大道段）部分车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大
中型货车、客车（高度 2.5 米以上）通行
该区域。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车辆限行标准
施工期间， 该路段机动车道封闭，

禁止通行。 高度 2.5 米以下小型车辆可
经过迎宾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顺向通

行（禁止逆行）；非机动车、行人仍通过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通行；施工期间非
机动车道停车位严禁停车。

二、车辆绕行路线
1.大中型货车、客车（高度 2.5 米以

上） 向北行驶的车辆可绕行开元大道、
交通大道、武盛大道、周淮路、太清路；
向南行驶前往宁洛高速周口入口方向

的车辆可绕行西环路、太清路、周淮路、
武盛大道、交通大道、开元大道。

2.公共交通等客运车辆（高度 2.5米
以上） 向北行驶的车辆向东绕行开元大
道、八一大道进入市区；向南行驶的车辆
可绕行至八一大道、开元大道、迎宾大道。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民众，请
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选择好出行路线，
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和标线指示自觉

遵守执行、注意安全。 请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6 月 15 日

启 事
������2018 年 6 月 9 日 20 时 40 分左右，在 106 国道太康县王集乡北路段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 死者为男性，约 75 岁，身高 163 厘米，体态偏瘦，义齿，黑
白发，发长 1 厘米；上身穿灰色外套，白色衬衣；下身穿七分裤，内穿黑色紧身裤；
赤足；尸体附近有一灰色礼帽。 望其家人或有知其身份者看到启事后速与太康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办案民警联系。

办案民警：郭警官：13033932988
南警官：15836202369

太康县交警大队

2018 年 6 月 15 日

遗失声明
������●魏良民位于淮阳县北关牲口市
西街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 证号 ：
400967 号，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虞城江河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鹿邑县建设银行所开设的临时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 账 号 :

41001560910050205580， 核 准 号 ：
L5086000009901，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周口市豫深化工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600706722574J（1-1），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关呆位于法姬娜·欧洲城 6#1101

号房预告登记证明丢失，证号：商房预

登他字 2013-2716 号，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扶沟县中汇农业产业化开发有
限公司(法人：张和平 )营业执照正（副）
本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6210726537802，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郑秀春坐落在周口市川汇区八

一路北段西侧翔宇花园预告登记证明

不慎丢失，证号：2016060863号，特此声明。
2018 年 6 月 15 日

● 张 瑞 护 士 执 业 证 （ 证 号 ：
201641001184）、河南护理职业学院毕业证
（证号：11410008100988）丢失，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李永涛豫 PS6819 营运证丢失 ，

证号：411620063062，声明作废。
2018 年 6 月 15 日

公告
������尊敬的锦绣江南二期望江府的客户，请遵照《锦绣江南望江府定购书》约定
按时签约，否则定购客户自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2#、3#、5# 楼预售证号
为：周房预售证第 NO.ZFYSZD：2018025 号。

特此公告

河南锦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5 日

公告
������ 项 城 市 金 桥 电 力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职 工 李 丽 ， 女 ， 身 份 证 号 ：
412702196407228127，已到法定退休年龄，请速到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不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劳动合同自动终止。

项城市金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5 日

关于开展 2018年度周口市市长质量奖评选工作的公告
������为引导和激励各类组织不断加强
全面质量管理，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
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质量
强市建设， 全面提升我市质量竞争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周
口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
定， 决定开展 2018 年度周口市市长质
量奖评选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申报范围
周口市市长质量奖的申报范围是：

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中的骨干
企业或非盈利机构，凡符合申报条件的
均可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基本条件
1.合法经营。 依法在周口市行政区

域内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从事合
法生产经营五年以上，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符合国家用工政策。

2.质量领先。坚持以质取胜，树立质
量第一的经营理念，产品（服务）质量水
平领先，管理科学，积极推广先进的质
量管理方法，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实施
并按照卓越绩效模式管理运行一年以

上 ； 食品生产企业应全面推行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先进质量
安全管理模式。

3.技术创新。坚持创新发展，技术标
准水平和创新能力在市内同行业中处

于领先地位，对所在地区或全行业经济
发展能起到带动作用。

4.品牌优秀。 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
度与品牌影响力， 标杆示范作用强，具
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

5.效益突出。 具有杰出的经营业绩
或社会贡献，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其
质量水平、经营收入、利税总额或总资
产贡献率等指标在上年度位居市内同

行业前列，近三年未发生亏损；从事非
盈利性业务的，其社会贡献位于全市行
业前列。

（二）近三年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不得申报

1.不符合国家产业、环保等政策；
2.国家规定应取得相关证照而未取

得；
3.发生质量、安全、环保等重特大事

故（按行业规定）；
4.国家 、省 、市监督抽查产品不合

格，或存在严重服务质量问题；
5.参加市长质量奖评选活动存在弄

虚作假等违规行为；
6.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不良记录的。
三、评选标准
周口市市长质量奖的评选依据是

GB/T 19580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和
GB/Z 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
南》。

四、评选程序
（一）报名。 凡自愿参加 2018 年度

市长质量奖申报的单位，请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向周口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委
员会办公室递交《2018 年周口市市长质

量奖报名表》。
（二）资格审查。 周口市市长质量奖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向市直有关部门发

出征求意见函， 征询有关部门意见，对
报名单位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审查，
做出是否同意申报的决定，并向申报单
位反馈审查结果。

（三）申报。 凡符合周口市市长质量
奖申报条件的单位，请填写《周口市市
长质量奖申报书》， 并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向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
室递交。

（四）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组依据
GB/T 19580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和
GB/Z 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
南》进行材料评审和现场评审，提出入
围单位建议名单。

（五）评委会审议。 召开市长质量奖
评审委员会会议，审议入围单位建议名
单， 产生 2018 年度周口市市长质量奖
候选名单。

（六）市政府审定。 将 2018 年度周
口市市长质量奖候选名单提交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定，确定拟奖单位。
（七）公示。 对拟奖名单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八）表彰。 对公示无异议的拟奖单

位，由市政府发文进行表彰，并向获奖
单位颁发市长质量奖奖牌、 证书和奖
金。

五、有关事项
（一 ）做好动员 。 各县 （市 、区 ）政

府 ， 各有关部门要广泛动员所在地
区 、所在领域的优秀企业或非盈利机
构 ， 积极参加本届市长质量奖评选 ，
树立行业质量标杆 ，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

（二 ）认真审查 。 各县 （市 、区 ）质
量技术监督局要按照相关条件和规

定要求 ，广泛听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和各方面意见 ，对申报单位认真初审
把关 ， 并报请县级人民政府提名推
荐 ， 确保遴选推荐出能代表本地区 、
本行业质量管理最高水平的企业或

非盈利机构 。 《2018 年度周口市市长
质量奖报名表 》 《周口市市长质量奖
申报书 》在周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门
户网站 (网址 :http://zk.haqi.gov.cn/)上
发布 ， 申报单位可通过网址浏览下
载。

（三）严守纪律。 市长质量奖的评选
工作坚持自愿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原则。 各相关部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
禁借评选之机谋取利益，不得以任何方
式向参评对象收费或变相收费、搭车收
费。

联系单位：周口市市长质量奖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 （周口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地址：周口市人民路西段
电话：0394-8226885
邮箱：zkzlk@163.com

周口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5 日

一朵白云
罗玉田

一朵白云 为蓝天披上婚纱

把月亮的脸擦得又亮又净

给回归的雁阵

点亮一双大眼睛

为了峭壁的山花

追赶一串串驼铃

她借来风 架起一只帆

撞上炊烟的腰臀

钻进峡谷雾茫茫的帐篷

每次越海

碧浪热情得喊破嗓子

遭遇雷电的刁难与呵斥

脸阴沉着 她一发泄

大地随之跟着落泪

来到你的窗前

你唤她白雪公主

捧在手心 轻轻一放

便释然一怀心情

这时她成了你妙笔下的背景

也成了风景

歌颂您，中国共产党
王绍祯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

有着这样一群人

既有果敢行动

又有崇高理想

他们胸怀无比宽阔

把追求卓越的旗帜肩扛

为人类信仰顽强拼搏

您，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有多个救亡图存的政治力量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您

这绝不是偶然也无须彷徨

因您找到了一条革命道路

满怀坚定的正确方向

在不断努力提升着自己

继续前进的脚步铿锵

人们不会忘记血染湘江的画面

大渡河的枪声仍响在耳旁

朱德扁担的故事传扬着精神

三五九旅南泥湾誉为榜样

更不会忘记延安窑洞的灯光

为中国革命照亮了前进航向

这些中华优秀儿女的奋斗足迹

见证着伟大的您劈波斩浪

歌颂您，中国共产党
您一路走来成熟了

越来越强大越茁壮

引领潮流浩浩荡荡

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

从此我们扬眉吐气

中华民族拥有崭新姿态

屹立于世界东方

进入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迎接新挑战

您牢记为人民服务勇担当

立志中华民族千年伟业

百年恰风华正茂初心不忘

在伟大事业中磨练意志

让壮丽中国梦在神州激荡

歌颂您，中国共产党
您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夺取新胜利

实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您将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面对前进中的风险意志更坚强

用赤心完成好您的自身建设

书写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

壮歌行
武洪民

岁月易逝不待人，
花甲风流精气神。
早起一路采晨曦，
装满行囊注清新。

胸怀大志毅当坚，
有志竟成须猛奔。
春夏秋冬拼一场，
无悔人生竞芳芬。

又是粽子飘香时
任丽

大清早，我在集市上转悠，看见了
一车子青青的粽叶，水淋淋、湿漉漉的，
那是刚从水边苇地里采下的，散发着凉
凉的诱人的清香。 我想起妈说的：“见了
粽叶，买些，该包粽子了。 ”

记不清从啥时候开始，每到端午临
近，妈就要忙乎着包很多粽子，端午节
就从这粽子的香味里悠悠地飘过来。

妈包粽子很娴熟，她先将几张粽叶
码齐，窝成三角形状，然后把食材放在
里面，再用粽叶杆戳戳，塞紧包好，扎上
丝线，一只粽子就成型了。 看那被绿色
包裹着被丝线缠绕着的粽儿圆滚滚、胖

乎乎的，挨挨挤挤，很是热闹。 虽说比不
上超市里卖的小巧、精致，但是从粽叶
到食材，都是精挑细选，货真价实，不过
度浸泡，味道自然清香。 馅儿是我们爱
吃的糯米 ，再配以红枣 、花生 、葡萄干
等。 咕咕嘟嘟煮了好久，直至盖不住的
香气氤氲满屋，妈就招呼我们兄妹几个

去家里拿。 晚去些时日，妈就打发爸骑
着小车四面八方地送了。 于是，我们几
小家每年此时都要就着粽子、 拌着白
糖、和着蜂蜜饕餮一阵子。

这不，今年端午的粽子又香气扑鼻
地出锅了 ，妈今年包得更多，种类也多
了，我们依然是家家跟着飘香。

“你们几家都吃到了， 过几天我再
包些。 ”妈很高兴，也很欣慰，还流露出
丝丝牵挂，“也不知道安安过节回来不
回来？ 不回来，怎么吃我包的粽子？ ”

我知道，妈在用她的方式牵挂着我
们这些枝枝蔓蔓，飞出去的、待在跟前
的，在她心中都有位置，这牵挂就如缕
缕粽香，悠远、绵长。

我就喜欢在不经意间接到电话 ，
“粽子煮熟了， 过来拿吧……”“你爸给
你送去了，一会儿在楼下等着……”

这不劳而获的美食透着馨香的富

足。

父亲，再见!
李扬

那年高考 ， 我考上了信阳陆军学
院。 学校离家 300 多公里，我的行程计
划是从家里先赶到乡里坐汽车到县里，
再坐汽车赶往许昌， 之后坐火车到信
阳。

我是第一次出远门，父亲有点儿不
放心，报到的前一天晚上，说打算送我
去学校。 我说自己已经长大了，也该独
立闯一闯了。 在我的坚持下，父亲说那
就送到乡里吧。 说实话，其实这次远行
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因为此前我去的最
远的地方就是县城， 离家也就 20 公里
多一点儿。

我和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一
旁的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默默
地给我收拾着衣物及一些日常用品，最
后还把她放了很长时间一直没舍得吃

的两个苹果塞到了包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起床

做饭，让我能吃饱赶路。 吃了饭，在母亲
和姐姐哥哥恋恋不舍的目光中，我坐上
父亲那辆到处都哗哗啦啦的破自行车，
往乡里赶去。 走了好远，我无意中回头
望时， 看见母亲和姐姐哥哥还站在村
口。 虽然他们的身影渐渐模糊了，但我
能感觉到，我还在他们的目光中，因为
那目光有温度，总让人感觉暖暖的。 刚
才的兴奋劲儿顿时消了，从内心慢慢涌
起的是离别的伤感， 还有对亲情的留
恋，眼睛竟不知何时湿了。

到了乡汽车站，开往县城的第一班
车正要发动， 父亲匆匆把自行车停下，
急急地朝司机挥了挥手，就又急急地帮
我卸下行李，急急地搬到车上。 我要帮
忙拿时，父亲摆了摆手，让我只管上车。

我上了车， 车上只剩下一个座位。

我坐下， 隔窗看着跑前跑后的父亲，一
切都是他在忙活。

父亲把最后一件行李从自行车上

拿下时，自行车好像如释重负，一下子
放松了，随即倒在地上。 我和父亲都吓
了一跳。 父亲转身去扶时，汽车已经发
动缓缓前行了。

因不靠窗，我无法把手伸出窗外向
父亲挥手再见，只能朝前探着身子歪着
头努力地往窗外看。

车窗外的父亲正在弯腰扶自行车。
这一幕， 在车窗中只短暂地停留了一
下，不，应该是一闪，如电影切换了镜头
一般，不见了，消失了。 我回头看看车后
的玻璃， 想看看父亲是否已扶起自行
车，是否已经转身，默默地看着渐行渐
远的汽车。 然而，汽车激腾起的尘土遮
挡了后窗，遮挡了我的眼睛。 父亲弯腰
扶自行车的画面，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
海中，定格成了永恒。

再见，父亲！ 我知道父亲是不会听
到的，只在心里默念着。

参加工作后，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
流逝，父亲慢慢变老了，身体也开始变
得不好了， 去医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但我每次打电话时，父亲总是说工作重
要，他没什么事，家里也有人照顾，要我
安心工作。

有次我回去看父亲 ， 他正生病住
院，晚上我说要陪他，他不让。 我说平时
回去少，陪护更少，想多陪陪他，尽尽做
儿子的孝心。 在我的一再请求和坚持
下，父亲才答应。

那一晚，父亲和我聊了很多过去的
事，从那些事中，我更加觉得父爱如山，
也更加敬重父亲。 令我意外的是，我仅

有的一次陪护竟然感动了父亲。 第二天
早上，父亲说他写了一首小诗，并要念
给我听，“老夫患恙病榻卧，小儿陪护夜
不眠。 父子真情深比海，孝心感动地与
天。 ”父亲深情吟诵着，幸福地笑着，我
也笑着，眼睛却早已经湿润了。

让我最担心也最不愿面对的那一

天终于来了。
那是初冬的一天， 中午一点多时，

哥哥给我打电话说， 因病住院的父亲
想见见我。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我了
解父亲，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我
不愿往坏处想， 自我安慰也许是因工
作太忙好久没回去看父亲了。 中午将
近两点时， 父亲的主治医生也打来电
话，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听清他
说了什么， 只隐约记得要我尽快赶过
去。

赶到医院时 ， 父亲静静地躺在床
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 我小心地掀
起了被单的一角， 看到了想我的父亲，
也是我想的父亲。 父亲还是那么慈祥，
只是闭着眼睛，像睡熟了一样，但却永
远不会再醒来了。

我握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变得冰
凉。 寒冷的冬天，我再也不能把冻得发
红的小手放在父亲那双带着茧子但温

暖的大手中，撒娇般地让父亲给我哈气
取暖。 我再也不能还没进家门就喊“爸，
我回来了”， 再也看不到父亲憨憨地笑
着，呵呵地应着，再也体会不到父亲一
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摸着我的头那种幸

福的感觉了。
再见，父亲！ 尽管我知道父亲是永

远不会再听到了，但还是在心中一遍一
遍默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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