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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根据西编 【2017】45 号文件精
神，撤销西华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411722711255202D,有关债权债务情
况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与西华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清算组联系， 逾期
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 13939458029
西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 11月 27日
●根据西编 【2020】63 号文件精

神，撤销西华县红花镇第二初级中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411722082295024E， 有关债权债务
情况请与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与西
华县教育体育局清算组联系， 逾期不
予受理。

联系电话：13838686181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20年 11月 27日
●根据西编 【2020】63 号文件精

神，撤销西华县红花镇红花小学，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124117220876505078，
有关债权债务情况请与公告发布之日

起 7 日内与西华县教育体育局清算组
联系，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15939430166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20年 11月 27日
●根据西编 【2020】63 号文件精

神，撤销西华县聂堆镇前梁小学，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1241172208768087XU，
有关债权债务情况请与公告发布之日

起 7 日内与西华县教育体育局清算组
联系，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13033966656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20年 11月 27日

淮阳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核准，原校名淮阳县四通镇
小何育新学校现变更为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小何育新小学。

特此公告 �

2020年 11月 26 日

遗失声明
������●项城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
市西大街西段支行的开户许可证丢失，
帐户名称：项城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
会，账号：941006010000610001，开户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
市 西 大 街 西 段 支 行 ， 客 户 编 号 ：
10000010558199，声明作废。

2020年 11月 27日
●周口市汽车运输集团太康公司豫

P36789 车 保 单 丢 失 ， 保 单 号 ：
PZDS202041270000000187， 流 水 号 ：
41001900149059，声明作废。

2020年 11月 27日
●杨雪丽护士执业证丢失， 执业证

书编号：2012410243255，声明作废。
2020年 11月 27日

●周口长城医院康雅茹护士执业证
书丢失，编号：201941010586，声明作废。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刘丹、张威名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

大庆路北段东侧中悦上尊的不动产权证
丢失，证号：20190024029号，声明作废。

2020年 11月 27日
●姚广东位于项城市交通东路土地

使用证丢失 ，证号 ：19—649，图号 ：02—
84—2V—Ⅲ，声明作废。

2020年 11月 27日
●王丹丹 （412725198205167825）护

士执业证书（编号：200841123064）丢失，
声明作废。

2020年 11月 27日

关于苑琳继承崔锋不动产的公告
������申请人苑琳因继承崔锋所有的位于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与人民路交
叉口百硕园 1#1304 房屋所有权（预告证号 2014080170），现向我单位申请办理不
动产登记，经崔锋所有继承人苑琳、高景兰、崔冲超、崔梦圆同意，由苑琳继承上
述房屋所有权。 现对申请人申请继承事项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没有异议，将在公告期满后为申请人
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

联系电话：8582288 15993237239
周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 11月 27日

“周口地区商品房开发公司”宗地地籍调查的公示
������我中心已对“周口地区商品房开发公司”坐落在人民路东段南侧（编号 1989-
20）一宗地进行宗地地籍调查，宗地面积：2705.2平方米。现将调查结果进行公示，
宗地东至信托家属院、居民，宗地南至周口市林海置业有限公司，宗地西至地区
药检所，宗地北至人民路；若有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者,请于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单
位提出书面意见。 逾期无提出异议者， 我中心将根据该宗地现状进行不动产登
记。

联系电话：8582288 15993237239
周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 11月 27日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宗地地籍调查的公示
������我中心已对“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坐落在七一路东段北侧（编号 1995-28）
一宗地进行宗地地籍调查，宗地面积：3254.4 平方米。 现将调查结果进行公示，宗
地东至南阳油田腾龙实业有限公司，宗地南至七一路，宗地西至南阳油田腾龙实
业有限公司，宗地北至南阳油田腾龙实业有限公司、周口地区电大。 若有对公示结
果有异议者，请于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提出书面意见。 逾期无提出异议者，我
中心将根据该宗地现状进行不动产登记。

联系电话：8582288 15993237239
周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 11月 27日

������本报讯 （记者 李莉）11 月 26 日上
午，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吉建军会见
华为中国区数字政府副总裁白卫肖一

行，双方围绕数字经济服务 、工业互联
网应用、信息产业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交流。 副市长胡军会见时在座。

吉建军对白卫肖一行表示欢迎。 他
说，华为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企业，
在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领域拥有先进

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的运营经验。 自今年

2 月周口华为工业互联网应用中心正式
落户以来，坚持扎根周口、服务周口，指
导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提升工作，
建成了一批典型示范项目， 形成了很好
的引领带动效应。

吉建军表示 ， 周口将继续全力支
持华为公司在周发展 。 希望华为公司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 深化拓展合作领
域 ， 带动更多关联产业 、 企业落户周
口，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实现双方互利

共赢。
白卫肖感谢周口市委、市政府一直

以来对华为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 他表
示，双方合作空间巨大，前景广阔。 下一
步，华为公司将充分发挥云计算 、大数
据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产业
链整合优势， 与周口市在城市智能体、
智慧港口 、智慧园区 、人才培养等领域
展开深层次合作，助力周口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①15

深化拓展合作领域 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本报讯（记者 李莉）11月 26日上午，
2020周口华为云城市峰会暨周口智能制
造服务平台上线仪式在周举行。 华为中国
区数字政府副总裁白卫肖，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吉建军，副市长胡军等出席会议。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实施“三大改造”
作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结构转
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智能制造引
领作用，突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扶持，全
力推动智能化改造，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努力实现“周口制造”向“周口智造”转变。
目前，全市 21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贯

标体系认证，39家企业获批为省级智能工
厂、智能车间，企业上云数量达到 2016家，
华为、浪潮、京东等一批优秀信息化企业落
户周口，为全面提升周口制造竞争力、促进
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吉建军指出， 周口智能制造服务平
台汇聚了更广泛、 更先进的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为更多工业企业实施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提供了机遇，对于打造周口
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圈具有重要意义。
平台上线后关键是要真正发挥好效益，
希望华为公司继续发挥技术领先优势，

充实完善平台服务内容，通过“打平台、
构筑生态、赋能客户”，为我市智能制造
和工业互联网发展， 提供更加优质的专
业服务。 同时，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
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意识，
鼓励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平台、利用平台，
以更大力度、更快节奏、更高水平推动智
能化改造，全力推动工业企业提质增效，
努力实现“周口智造”蝶变。

会上， 胡军代表市政府与华为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城市智能
体、智慧港口等领域展开合作。 ①9

周口智能制造服务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杜林波）共叙深情厚
谊，同赏书韵墨香。 11 月 26 日，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周口·商丘老年
书画作品联展在我市开幕。 周口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岳文华，周口市老领导穆仁
先、李海龙、黄体勤，商丘市政协原副主
席魏昭炜出席开幕式。

岳文华指出，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幸举办周口·商
丘老年书画作品联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通

过这种形式， 为两地老干部搭建一个展示
才华的平台、沟通艺术的桥梁。 这次展览，
商丘的许多优秀作品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

借鉴，也为这次展览增辉添彩，为周口老年
书画艺术进一步提高注入了新的活力。

岳文华表示，这次书画联展，两地老
年书画家以书画为媒，同台联袂，立足中
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展

的新成就， 展望两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创
作出 200多幅浓墨重彩、古朴刚劲、行云

流水、气势恢宏的书画作品，抒发对党、对
祖国和家乡的无限热爱与眷恋之情，既表
达老年书画家歌颂盛世、欢庆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的共同心声，又体现了“泼
墨数风流、走笔会友情”的美好愿望。

岳文华希望广大老年书画朋友在交

流中互鉴、在传承中创新，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书画作品， 为两市文化艺术繁荣和
交流发挥余热， 共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 ②18

周口·商丘老年书画作品联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宋馨）11 月 26 日上
午， 副市长秦胜军主持召开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例会， 研判当前疫情
形势，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上 ，市卫生健康委 、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交
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公安
局、市教体局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
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以及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专项工作组组长（不含物资

保障组、科研工作组）、巡回督导组组长
和救治专家组专家汇报了各自工作开

展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秦胜军要求 ，各地要高标准 、高质
量规范发热门诊建设，预检分诊工作必
须由专业人员负责，推进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 要强化“人、物”同防外防输入，对
于航空口岸入境人员，严格规范提供服
务，加强接送转运、居家观察闭环管控；

对于陆路口岸，加大非法入境人员排查
管控力度，加强高风险人群的个人防护
措施。 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商务局、
市交通运输局等相关单位配合，建立冷
链食品专班小组，确保全市冷链食品监
管到位。 各职能部门要根据各自工作，
强化措施，完善预案，落实到位，行动有
效。 各医疗机构要提高救治能力和管控
能力，医疗队伍、床位、物质储备要做到
心中有数。 ②10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宋馨）11 月 26 日，我
市召开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情况协商座

谈会。 副市长王宏武、 市政协副主席程
维明出席会议。

会上，市市场监管局汇报了我市基层
食品安全监管情况，市政协委员代表和基
层群众代表作了发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宏武指出，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
心”。食品安全工作各有关部门一定要提
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正了解这项工作的
重要性和责任的重大性。

王宏武要求， 当前食品领域风险因
素复杂，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必须紧盯问
题，补强短板，狠抓治理，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全程监管，严格依法处罚。各有关部
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密切协作， 努力消除监管空
白，形成疏而不漏的安全网。市食安委要
充分发挥综合平台作用，统筹做好指挥、
组织、协调等各项工作，努力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同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鼓励
人民群众参与监督举报，做到有报必查、
有查必果、有果必复，形成“食品安全人
人有责”的良好局面，不断推动我市食品
安全工作稳步向前。 ②10

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

������本报讯 （记者 刘昂）11 月 26 日下
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
心城区文明路“路长”刘国连赴川汇区参
加文明路街区设计方案对接会并听取设

计规划方案说明。 川汇区和市直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刘国连指出 ，近年来 ，我市以创城
为抓手，经过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
众的共同努力，中心城区面貌发生了历
史性巨变 ，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创建成
果。 创城不易，守城更难，创建工作丝毫

不能放松，必须持续推进。 要继续吃透
情况、摸清底子，落细落小 、巩固提升 ，
围绕文明路路段存在的停车难、私搭乱
建、线路无序设置、主色调不突出、店面
门头不规范等问题，着力“治堵”“治脏”
“治乱 ”， 进一步健全常态长效创建机
制，巩固好创建成果。

刘国连要求，要以文明路街区整治
改造为契机， 大力推进街头游园建设，
对闲置地块分类进行绿化 ， 通过拆违
还绿 、拆墙透绿 、见缝插绿 、垂直挂绿

等措施 ，不断增加街区绿色元素 ，提升
立体绿化水平。 要按照《周口市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的规定 ，确保
“弱电入地 ”，下决心解决好 “空中蜘蛛
网”问题。 要注重景观型设计和功能型
设计相结合， 做好停车场规划建设，有
效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 。 要突出城市
主色调 ，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 ，规范风
格 ， 抓紧实施 ， 努力通过这次整治改
造，将文明路打造成中心城区一道亮丽
风景线。

巩固创建成果 提升城市形象

������本报讯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徐

东林）11 月 26 日，我市召开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 会议分析了当
前形势，对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确保完成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任务。 副市长马剑平参加会议。
马剑平指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宜居
的重要抓手 。 各县市区要提高政治站
位，落实整治工作要求 ，切实抓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要聚焦村容村貌、
黑臭水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紧盯
薄弱环节 ，突出工作重点 ，全力以赴整
改推进。

马剑平要求， 要坚持问题导向，对
标对表 ，务求实效 ，让农村村容村貌得
到明显提升。 要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健
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
要加强督导检查 ， 对发现问题的乡镇
（街道 ），迅速整改提升 ，努力打造干净
整洁农村。

全力以赴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韩志刚 徐松）11 月
26 日，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
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解冰山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

大代表，深入川汇区小桥办事处、城北办
事处和郸城县汲冢镇、宁平镇，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和《河南省实施<代表法>办法》贯
彻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检查组认为，川汇区依托民生斗室、

代表会客厅、室外联络站，邀请“两院一
顾问”进驻联络站，设立职能部门代表联
络员， 进一步探索创新 “人大代表联络
站+”模式。 开通二维码扫码进站，使代
表与选民联系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
零距离。实现了代表履职由室内到室外、
线上线下互动延伸， 代表履职载体建设
不断深化拓展提升。 郸城县注重加强代
表履职服务保障，划片包村抓实“双联”，
规范联络站选民接待流程， 坚持代表进

站活动全程跟进， 完善联络站建议交办
处理机制， 持续打通代表联系人民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检查组对以上做法予
以充分肯定。

执法检查组提出， 要坚定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自信，以“一法一
办法”的深入贯彻实施指导和促进工作，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 为周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代表法“一法一办法”贯彻执行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11 月 26 日，
周口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召开。
副市长、 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秦胜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副
主席、 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李宁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市委书记刘继标关

于 《省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综合调研反
馈意见》的批示，市人社局、市卫健委、扶
沟县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秦胜军要求， 要提高认识、 科学研

判，精准把握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新形势，
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
责任， 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 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齐心协
力推动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再上新台

阶。 要聚焦重点、强化措施，努力推动全
民科学素质大提升， 持续加强科普阵地
建设，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科普
活动， 扎实推进四大人群科学素质提升
行动，着力构建科普社会化大格局。要完

善机制、强化保障，确保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出成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将公民科学
素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定期听取
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为全民科
学素质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要加
大经费保障， 不断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的保障能力。要强化督导考核，对工作
成效突出的县市区和单位给予表彰奖

励，对行动迟缓、不作为慢作为的县市区
和单位给予通报批评，确保《科学素质纲
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①15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为进一步增
强我市反恐队伍的应急攻坚能力、 合成
作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11 月 26 日，
我市举行 2020年反恐应急拉动演练。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反恐怖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路云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张元明主持活动。

路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参战队
员表示慰问和感谢。她指出，近年来，市反

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坚决贯彻

落实上级部门决策部署，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以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为己任，坚决
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为推动我市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路云要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当
前严峻复杂的反恐斗争形势，进一步增强
做好反恐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夯实组
织保障，迅速形成整体应急格局；要落实
领导带班制度，实行全员应急值守，完善

反恐应急预案，加强反恐装备建设，足额
保障反恐经费， 充分做好反恐应急准备，
不断巩固全市反恐斗争良好态势；要加强
应急力量建设， 常抓拉动演练不松懈，推
动应急演练模式向常态化、 合成化发展，
切实提高反恐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张元明强调，各成员单位要提高站位、
注重实战， 认真总结本次反恐应急拉动演
练经验做法，查找问题短板，完善细化预案，
力求各项应急处突工作万无一失。 ①15

切实提升反恐怖斗争水平

周口三年齐奋战 日新月异大发展
□高宝勤

河南周口大平原，
奋战三年成效显，
城市面貌大变化，
日新月异大发展。

昔日周口三年前，
中心城区破不堪，
城市脏乱差堵污，
改变状况登天难。

市委政府破难关，
书记市长立誓言，
大干快上三五载，
定将周口换新颜。

多措并举很果断，
大破大立责任担，
棚户改造突破口，
敢向两违来宣战。

串串残云东风卷，
最大规模拆违建，
市民拥护齐响应，
违章拆迁树典范。

全市干部和党员，
旗开得胜大拆迁，
初战告捷践使命，
势如洪流不逆转。

干部作风是关键，
领导干部放在先，
开展作风大整顿，
激发豪情冲云天。

打击乱告与诬陷，
出台办法惩治严，
善于拆台爱告状，
查实曝光不隐瞒。

依法依纪速立案，
违法乱纪蹲牢监，
该处分者即处分，
震慑作风大转变。

提升百姓获得感，
机关好进事好办，
杜绝给钱乱办事，
公务人员脸好看。

提拔重用优秀官，
无需跑送花大钱，
公开透明及清正，
加压奋进重实干。

全市干群战犹酣，
辉煌成就显非凡，
多项荣誉国家级，
三年超前三十年。

周口高铁网相联，
五个县级高铁站，
省会京城与全国，
实际距离大缩短。

主支干道全拓宽，
美化量化抓重点，
路网建设大工程，
投资一百多亿元。

市民休闲和游玩，
百座公厕百公园，
森林绿化全覆盖，
满足市民常锻炼。

人居环境大改善，
市民出行更方便，
旧城改造及整治，
城市形象甚美观。

针对审批长时间，
窗口办事更简单，
严格落实放管服，
文明服务不厌烦。

省委书记来调研，
市区巨变予称赞，
推动发展高质量，
周口作出新贡献。

������注：此诗是海南诗人
高宝勤为周口三年来发

生的巨变而作，并以此敬
献给第一届周商大会。

2020年 11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