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广告组版编辑：史磊 电话：6199503２０20年 10月 16日 Ｅ-ｍａｉｌ押zkrbssb@126.com 7

关于启用新增电子监控抓拍设备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自 2020年 10 月 15 日起正式启用一
批新增的电子监控抓拍设备，现将设置位置及有关信息公告如下，违者将依法予以
处罚，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安全文明出行。
一、禁止左转路段

������二、禁止停车路段
除交警部门依法设置的停车泊位外，将对建设路（中州路—大庆路）、人民路

（周口市中心医院西侧）路段及路口周边采取禁止停车限制性交通管理措施，设置
相应标志标线。对违法停车将自动抓拍取证，依法做出处罚，对长时间停放且驾驶
人不在现场的车辆进行拖移。

序号 点位 禁行时间 使用功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大庆路建设路西 100米路北
川汇区消防队大门东20米路北
八一路建设路东 200米路北
八一路建设路东 100米路南
八一路建设路西 30米北
新民街建设路东 20米路北
健康街建设路东 30米路北
市医院大门西 20米路南
复兴街建设路东 30米路南
中州路建设路东 20米路北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周口市人民路与工农路

交叉口西 150米路南

周口市人民路与工农路

交叉口西 100米路南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违章停车、闯禁令等违法行为

三、电子警察抓拍系统 3 处

序号 点位 禁行时间 使用功能

1
2
3

八一路文昌大道

大庆路文昌大道

中原路文昌大道

全天：00:00-24:00 闯红灯、违规变道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闯红灯、违规变道等违法行为
全天：00:00-24:00 闯红灯、违规变道等违法行为

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20年 10月 14 日

序号 点位 禁行时间 使用功能

周口市滨河南路与中州路

交叉口（桥南东西方向）
早：7:00-9:00
中：11:00-13:00
晚：17:00-21:00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周口市颖河北路与八
一路交叉口路东 30
米路北（桥北东西方向）

7:00-21:00

周口市颖河北路与中
州路交叉口路东 30米
路北（桥北南北方向）

7:00-21:00

周口市滨河南路与八
一路交叉口路西 30
米路南（桥南东西方向）
周口市滨河南路与大
庆路交叉口路东 30米
路北（桥南东西方向）
周口市滨河南路与周口
大道交叉口路南 30米
路东（桥南东西方向）
周口市滨河南路与周
口大道交叉口路西 30
米路南（桥南东西方向）
周口市滨河南路与周
口大道交叉口路东 30
米路南（桥南东西方向）

早：7:00-9:00
中：11:00-13:00
晚：17:00-21:00

1

2

3

4

5

6

7

8 全天：
00:00-24:00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闯禁令和压线

等违法行为

全天：
00:00-24:00

全天：
00:00-24:00

全天：
00：00-24：00

全天：
00:00-24:00

改革扬帆再出发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

������东方风来，改革潮涌。 习近平总书
记 14 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经
济特区建立以来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

贵经验，郑重宣示深化改革开放、把经
济特区办得更好的坚定决心，对新时代
特区建设和改革发展作出重大部署，这
对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

当年蛇口的开山炮声犹然在耳，而
深圳这片热土早已换了人间，实现了由
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用
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
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
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

绎。
沧海桑田折射时代变迁，发展奇迹

蕴含深刻启示。 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系统总结了必须坚持党对经济

特区建设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发展是硬
道理、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必须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等十个方面的经

济特区建设经验。 这十条宝贵经验，深
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

设规律的认识，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必须倍加珍惜、长
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 我们既拥有经济长期向
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等优
势，又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
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 迈向未来，
经济特区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

战。只有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
神状态，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才能更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推动经
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

改革永远在路上， 改革之路无坦
途。 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
头，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必须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与时俱进全
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
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经
济特区更要扛起责任，着眼于解决高质
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着眼于建设
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

要，多策划战略战役性改革，多推动创
造型、引领型改革，在完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当
好改革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开放带来进步，合作才能共赢。 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锐意开拓全
面扩大开放是题中应有之义。越是面临
逆风和回头浪，越要坚定不移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 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我国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经济特区更要不断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深化对内
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
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

能， 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务实合作，率先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四十不惑志更坚， 改革扬帆再出
发。在新起点上，始终激发“闯”的精神、
鼓足“创”的劲头、砥砺“干”的作风，经
济特区就一定能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
事”，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迹。

（新华社北京 10月 14日电）

秋冬季疫情风险是否加大？ 个人如何做好防护？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解读青岛疫情

������应急响应机制启动、 大规模核酸检
测正在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紧张
开展……青岛疫情的发生， 不仅给青岛
市带来诸多挑战， 也给其他城市疫情防
控敲响了警钟。

秋冬季疫情是否会再次暴发？ 当前
全国疫情风险几何？ 个人如何做好防护？
围绕公众关心的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流
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作了解读。

青岛疫情规模范围有限 并非秋冬季

疫情暴发

目前，青岛市已采取措施力保 16日
前完成覆盖全市 1100 万人的全员核酸
检测。 吴尊友指出，大规模核酸检测为了
解疫情规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手

段。 根据目前核酸检测结果和其他疫情
信息分析， 青岛疫情病例的活动范围主
要局限在青岛市胸科医院。

据青岛市方面消息， 针对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出租车司机邵某某， 青岛市已
经追踪到全部密切接触者 52人。 吴尊友
认为， 当下青岛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按
规定对邵某某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认真排

查。是否还有密切接触者没有追溯到？密

接者提供的信息是否能确保准确？ 这都
是疫情防控中的重要问题。

吴尊友同时指出， 根据目前流调和
核酸检测进展等信息来看， 此次青岛疫
情并非秋冬季疫情暴发， 也和十一长假
没有明显关联。

各地疫情防控需查漏补缺 应围绕风

险点进行排查

吴尊友指出，从全球疫情来看，全球
仍然处在大流行的高峰期， 尤其是单日
发病数还在上升的情况下， 我们就更不
能放松。 除目前已有的防护措施外，各地
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风险点的防控：

从院感防控角度来讲， 应注意病区
隔离，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吴尊友说，对
于在收治境外输入病例的同时也为社会

上其他患者提供服务的医院， 要注意接
诊新冠肺炎患者和其他患者的病区必须

有严格的划分， 一些大型医疗设备使用
方面也要注意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从境外输入方面来讲， 还应注意冷
冻食品输入造成新的感染风险。 吴尊友
指出，冷冻食品运输、储存、销售等环节
都要注意病毒检测和从业人员防护措

施， 以免出现北京新发地和大连疫情那
样的情况。

从实验室防护方面来讲， 要按规定
做好实验室操作。 “各地疫情防控的闭环
是否真的全封闭、是否还有隐患，这些都
需要进一步查漏补缺。 在青岛出现新感
染病例后，其他地方也不能打包票，所以
一定要将有关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大检查、
大排查。 ”吴尊友说。

一般游客无须过度担心 佩戴口罩应

是“标配”
据了解，今年十一期间，青岛市接待

旅客近 450万人次， 一些地区和单位已
经开始排查十一期间出入青岛市的人

群。 这些人是否需要全部隔离或进行核
酸检测？

吴尊友说，游客全部隔离、接受核酸
检测没有必要。 从目前检测情况来看，青
岛市病例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

联。 对于绝大多数国庆期间到青岛旅游

的游客来说， 应该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
局部范围的患者。 但如果到了医院所在
区域， 或者乘坐出租车的人群就要引起
注意， 要核对一下是否是新冠肺炎患者
提供的出租车服务。 对于其他旅客来说，
没有必要过度担心。 如果确实担心，可以
主动到医疗机构做核酸检测。

吴尊友也指出， 目前我们要继续保
持常态化防控意识。 常通风、戴口罩、勤
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仍然很重要。 在常
态化防控背景下， 口罩相当于普通老百
姓的“标配”，公众应随时准备口罩，在人
员密集的地方、通风不够好的地方，都要
坚持戴口罩。

“公众一定要做好呼吸道传染病的
防控，采取戴口罩等防护措施，这些措施
不仅可以防止新冠肺炎的流行， 对于预
防流感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也是非常有

效的， 是保护个人卫生和身心健康的非
常好的方法。 ”吴尊友说。

（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新新华华视视点点

拍卖公告(第二次)
������受周口市川汇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 我公司定
于 2020年 10月 28日 10时在周口市川
汇区太昊路与周商路交叉口元坤国际酒
店七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川汇区太昊路
与迎宾大道交叉口东南角元坤康城 23-
1308-1316及 1322-1332号房产和室内
装饰装修及可移动设施等动产， 不包含
债权债务。 其中，1308-1316号房产产权
证号为周房权证川汇区字第 2014090553
号， 建筑面积为 409.95m2；1322-1332号
房产产权证号为周房权证川汇区字第

2014090554号，建筑面积为 465.04m2，总
建筑面积为 874.99m2。 起拍价 375.1万
元，本次拍卖不收取买受人佣金。

有意竞买者 （含优先权人） 可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 16 时前查看标的，
并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 （以实
际到账为准， 竞买不中， 全额无息退
还），到周口市川汇区中汇花园 1 号楼
2单元 26楼办理相关竞拍手续。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咨询电
话：15239475820、18695863711，公司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

河南东风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5 日

西华县恒瑞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7万头商品猪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 等规定和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7
月 16日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的要求，
现将拟建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
二次公示， 希望广大公众积极参与，为
项目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发邮件或
通过电话 、传真 、信件等方式与建设
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查阅
纸质报告书。 也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下载查询：
https://www.eiabbs.net/thread -
354650-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到项目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

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环境部统一制定， 公众可通过以下
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公众意见表填写好之后，

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电话联
系建设单位上门取件等方式提交我公
司。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
制过程中， 公众均可向我公司提出与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邮寄或自送地址： 周口市西华县
红花集镇南高庄村

联系电话：15936205362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 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
（见网络链接），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
日期为准）、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

西华县恒瑞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5 日

遗失声明
������●郸城县虎岗乡卫生院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 ：J5087000057501，声明
作废。

2020年 10月 15 日
●太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户

许可证正 （副 ） 本丢失 ， 核准号 ：
J5085000018303，声明作废。

2020年 10月 16日
●李春丽不慎将护士执业证书丢

失，证号：201341012846，声明作废。
2020年 10月 16日

●尹行营业执照副本丢失， 注册
号：411693699025482，声明作废。

2020年 10月 16日
●周口市周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 PG5761 营 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411620079795，声明作废。

2020年 10月 16日

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揭牌开馆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许晓青）14 日，上海举行“现代汉字印
刷字体发源地”命名及上海印刷字体展
示馆揭牌仪式。

位于上海市新闸路 1209弄 60号的
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 是现代汉字印刷
字体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印刷技
术研究所率先在此从事汉字印刷字体科

研攻关。 这座老洋房见证了当下广泛使
用的宋体、黑体、仿宋体、楷体汉字印刷
字体的原始创写过程。

2009 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汉字印刷字体书
写技艺”项目，被列入第二批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研究所现拥有数十
名非遗传承人。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开幕 10 月 15 日，人们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上参观。 当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专题展览开幕式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求是 》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 《求是 》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
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
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凝聚力和向心
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
荆斩棘、奋勇前进。

文章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
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
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伟大抗
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
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是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

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文章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
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
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
的主心骨； 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不屈不挠
的意志力， 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的力量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
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
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坚实国力， 是从容应
对惊涛骇浪的深厚底气；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
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
大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
广泛感召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
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

文章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 ”从 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苦难辉煌
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将在
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一路向前，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

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我国已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7169个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
者 孙少龙）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 15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报告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全国共登
记认定慈善组织 7169个。

慈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 报告指出，随着法律实施，全国
涌现出一批慈善城市、品牌项目、优
秀集体和先进个人， 发挥了示范引
领作用。 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为
公益慈善事业捐献过现金或者实

物，人人行善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报告介绍，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共有
108.76 亿人次点击、 关注和参与互
联网慈善活动。同时，慈善服务迅速
发展，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全国
注册志愿者超过 1.72 亿人， 发布志
愿服务项目超过 390 万个， 记录志
愿服务时间超过 21.9亿小时。

报告显示， 慈善活动正逐步规
范，2016 年以来， 各级民政部门对
3041家慈善组织开展了抽查、 审计
等日常监管工作累计 15480 次 ；对
279家慈善组织进行了执法监督，立
案 154 家，行政处罚 105 家，重点加
强募捐监管、查处违法案件，慈善监
管体系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