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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以下是周口市救助站救助的无名氏

受助人员， 望知情者和家属及时与救助

站联系。

联系电话：0394-8398566

周口市救助管理站

2021 年 2月 3日

20151235 20180115003ZK2020011802 ZK2020071003ZK2020071005

遗失声明
������●韩春兴医师执业证书丢失，证书
编码：199841141412724620313151，声明
作废。

2021 年 2月 3日
●谢秀琴购买的西华县太平洋商

贸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太平洋西华城
2 号楼 1 单元 1201 号房房款收据丢
失，编号：4550672，金额 ：583325 元 ，声
明作废。

2021 年 2月 3日
●西华县箕子台街道办事处程庄

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丢失 ， 编码 ：
4116220003839，声明作废。

2021 年 2月 3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周口监管分局公告

（2021）第 11 号

������下列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周口监管分局批准换发
《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邑支行
营业地址：周口市鹿邑县紫气大道西段北侧景苑名城 686号
批准日期：2011年 7 月 1日
电话号码：0394-7212828
邮政编码：477200
金融许可证编号：B0615S341160004
流水号：00680480
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 2月 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周口监管分局
邮政编码：466000

招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太康龙邦·宸院
前期物业服务项目，未来路西侧、纱北路
北侧， 占地面积 25755.3㎡， 总建筑面积
65795.01㎡。 2.招标范围：太康龙邦·宸院
物业管理全部内容。 项目测算： 每年约
181万元，住宅 2 元/㎡/月、商业 3 元/㎡/
月、地上车位管理费 75 元/个/月、地下车

位管理费 60 元/个/月。服务期限：自签订
合同之日起至成立业主委员会新物业服

务企业进场。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有效的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包含物业服务，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固
定经营场所，有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所必需
的物业服务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在经
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4.拟派项目经
理须有住宅或商业小区物业管理经验。 5.

投标人须在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

台注册登记，或纳入周口市物业行业协会
监管。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信息 在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
监管平台线上和实际报名地点同步进行。
报名时间：2021年 2月 3日至 2021年 2月
9 日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8:00～17:00，地
点：太康县龙邦华府售楼部。 报名时需提
供资料：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全部资料。 售

价：300元/本，售后不退。招标公告在河南
省房地产综合监管平台、周口市物业服务
行业协会网站、《周口日报》同步发布。

四、开标时间及地点 2021 年 2 月 25
日 9:30（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太康
龙邦·宸院售楼部会议室，招标人 ：太康
县 金 禾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 康 风 景 ，
17639786576；代理机构：周口广汇信息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杨帅：13672554537。

2021 年 2月 3日

差评压榨背后，“恶了的”是骑手还是平台？
新华社记者 王明玉

������“差评给我取消掉！ 三分钟解决不
了，我就……”近日 ，上海一女子因点
外卖给了差评， 遭到饿了么骑手上门
威胁、恐吓，还被勒索了 200 元“赔偿”。
该骑手现已被处以十日行政拘留。

此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差评”成为
人们热议的焦点。 刺痛人们神经的，看
似是骑手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 从某
种角度看也实则暴露了平台监管缺

位，长期对骑手的差评压榨！
事实上，遇到态度好、速度快的骑

手，人们往往会报以五星好评；大风大
雨天里，也能够理解骑手不易，愿意多
等一会儿并道声辛苦……可花了钱却
得不到好的服务体验， 甚至被恐吓辱
骂， 打个差评同样是消费者应有的权
利。

有差评了， 平台本该及时处理、耐
心解决。 可现实却是：一边收着顾客的
配送费， 一边拿差评对骑手处以高额
罚款，遇上事儿就当起甩手掌柜！ 为了

赚钱，不停地给骑手施加压力，而当他
们与顾客产生纠纷， 又与他们撇开关
系，便宜怎么都让你赚了？

差评压榨，貌似提升服务，实则推
责揽利，结果是监管上失职，安全上失
分，与客户的关系失和。

大平台有大流量， 更要有大担当。
骑手上岗前， 是否对其进行全方位的
职业教育培训？ 一旦有了差评纠纷，责
任怎么划分？ 动辄几百元的罚款标准
合理吗？ 有没有畅通骑手、商家、消费
者三方沟通的渠道？ 有没有及时介入
并跟进处理结果？ 如何保证消费者个
人信息安全？ 这些问号必须用真诚回
应拉直！

骑手疲于奔命，顾客有苦难言，当
所有负面情绪都积聚在骑手和消费者

身上，平台却躲在幕后渔翁得利。 真想
问问 ：“恶了的 ”， 到底是骑手还是平
台？

（新华社北京 2月 2日电）

这里，始终是英雄的城市
———在八七会议会址聆听历史的回声

新华社记者 周甲禄 喻

������这一天，汉口天气异常炎热。
鄱阳街 139号， 一栋黄色的三层俄

式建筑， 二楼一个房间的窗户却始终紧
闭。

1927 年 8 月 7 日，是一个被镌刻于
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日子。
1927 年 4 月 12 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反革命政变，3 个月后的 7 月 15 日 ，汪
精卫在武汉也公开举起了 “分共” 的屠
刀，大革命全面失败。大革命中心———赤

都武汉一夜间风声鹤唳， 神州大地笼罩
在一片血腥和恐怖之中。

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 中国革
命该往何处去， 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须解
决的关键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
紧急会议，明确前进方向。

原定于 7 月 28 日召开的会议，由于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代表
难以到齐。 最终，瞿秋白、李维汉、张太
雷、邓中夏、任弼时等 21 位代表参加了
这次中央级别的紧急会议。

根据邓小平、 李维汉等人回忆，确
定当时会议是在二层进行，但究竟是在
哪个房间一直存在疑问。 1980 年，邓小
平重返会址时， 站在会议的召开地，再
三回忆 ， 他提出会议应该是在后房进
行。

“由于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会
议代表有的装扮成农民， 有的装扮成商
人，由交通员分批秘密带入会场。 ”八七
会议会址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李岚指着

阳台的窗户说， 尽管当时的天气非常炎
热，可是为了会议的安全，这里的门窗全
都是紧闭的。中午代表们吃着干粮、喝着
白开水，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了一整天
的会。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总
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
作任务， 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的方针。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那句著名
论断“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光影透过通往天井的门缝， 投射在
陈旧的木地板上， 画出一道通往光明的
直线。

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十分黯淡的时

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
倒、被征服，他们在至暗时刻瞥见希望，
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八七会议后， 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
议确定的方针， 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
旗帜，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
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 神州大地
到处燃起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 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 经过
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

践， 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
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风卷云涌，沧桑巨变。

如今这栋百年历史的红色史迹，以
原址原貌呈现， 陈列的百余件文物、照
片、 珍贵的历史资料诉说着那段风云突
变、力挽狂澜的革命历史。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武汉，始终是
一座英雄的城市，留下无数英雄的史诗。
历史的车轮驶进 2020 年。 疫情的“暴风
眼”武汉，寒风凛冽，阴冷潮湿。这里正在
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这座“英
雄之城” 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
考。 在疫情肆虐、全城紧闭的黑暗中，有
一群“凡人英雄”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他
们的英勇壮举被时代所铭记。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
抢回更多病人。”“人民英雄”张定宇这样
说道。
在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他拖着“渐冻”之

躯，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与病毒鏖战、
与死神较量、与时间赛跑，带领金银潭医
院的干部职工救治 2800 余名患者，为打
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作出重大贡
献。

欣逢盛世，不负盛世。张定宇的身影
也是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

者、公安民警、社区干部、志愿者们共同
的缩影。在这场风雨无阻的战斗里，他们
携手前行、精准防控，用生命的微光拧成
一股攀向胜利的绳索， 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如今，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成为
武汉最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26岁的赵
凯怡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临近春节的一
个休息日， 她带着父母来到这里参观。
“我的爸爸是一名老党员，今天特地带他
来‘打卡’。回顾近百年前的历史，走过极
不平凡的 2020 年，我更加深刻地体会这
个国家经历的屈辱与抗争 、 苦难与辉
煌。 ”赵凯怡说。

（新华社武汉 2月 1 日电）

广州地铁 18号线 22号线完成轨枕生产
2 月 2 日，工人在中铁建华南建设（广州）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制品厂轨枕生

产线作业。
当日，最后一批混凝土轨枕在中铁建华南建设（广州）建材有限公司混凝土制

品厂下线。 经过六个多月的持续抢产，广州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项目全线铺架
所需轨枕全部生产完工。 广州市 2021年力争开通地铁 18 号线和 22号线先通段，
实现地铁运营里程突破 600 公里。

新华社发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从 2021 年
开始， 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
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
律的要求，保证换届工作顺利开展，营造
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2021 年 1 月 ，中
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
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严肃换届
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各地在换届工作中认真
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深入整治
选人用人不正之风、 做好换届工作等作
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严肃换届纪律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中央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广大党
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进一步增强，选
人用人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 为严肃换
届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也要清醒
认识到， 选人用人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
之风还禁而未绝， 一些地方政治生态尚
未完全修复， 干扰破坏换届的风险隐患
尚未完全消除， 换届期间往往又是问题
易发多发期，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
严明纪律要求。

《通知》规定，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
维护换届工作严肃性。 一是严禁结党营
私，对拉帮结派、上下勾联、搞团团伙伙和
小圈子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
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一律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二是严禁拉票贿选，
对通过宴请、安排消费活动，快递邮寄、电
子红包、 网上转账等方式赠送礼品礼金，
以及打电话、发信息、当面拜访、委托他人
出面等形式， 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
票、串联、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除
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
节轻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贿选的依法处
理。三是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职务、提

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的，通过帮
助他人谋取职务、 提高职级待遇索取、收
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并依规
依纪依法处理。 四是严禁跑官要官，对采
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提高
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使
用，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
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五是严禁个人说了
算，对以个人决定代替党组织集体研究决
定的，授意、暗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
一律取消相关任用决定，并严肃追究相关
领导和有关人员责任。六是严禁说情打招
呼，对为他人推荐提名、提拔调整疏通关
系的，违规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和单
位干部选拔任用的，一律作为领导干部违
规插手干预重大事项的情形记录在案，并
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
党纪政务处分。 七是严禁违规用人，对借
换届之机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超职数配备
干部、 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
律宣布无效，并对相关人员依规依纪进行
处理。八是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散换
届人事安排等保密信息的，一律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九是严禁弄虚作假，对篡改、伪
造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在换届考察工作
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一律予以纠
正，并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给予组织处
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十是严禁干扰换
届， 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搅扰破坏换届的，
严加防范、坚决打击；对黑恶势力、家族势
力、宗教势力干扰影响换届选举的，违规
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资助或者
培训的，以威胁、欺骗、利诱等手段妨害他
人自由行使选举权的，造谣诽谤、诬告陷
害或者打击报复他人的， 一律严厉查处，
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通知》强调，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
先、预防在先，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换届
始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巩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教育党员干部
和代表、委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正确行使民
主权利。广泛开展谈心谈话，提醒重点岗
位干部和相关人员带头严守换届纪律，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 深入细
致做好进退留转干部的思想工作， 教育
引导他们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
对待职务变动， 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
关系，经受住名、权、位的考验，自觉接受
和服从组织安排。抓好纪律学习教育，及
时将换届纪律规定印送相关领导干部和

有关人员，采取中心组学习、专题党课、
集中培训等方式，组织各级领导班子、党
员干部和相关人员深入学习换届政策法

规 和 纪 律 要 求 。 通 过 新 闻 媒 体 和
“12380”、“12371”等信息化平台，深入宣
传换届纪律要求，让干部群众广泛知晓、
参与监督。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
严肃换届纪律教育警示专题片， 注意利
用本地查处的违反换届纪律案件开展警

示教育，采取召开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
会等形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促使广
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 自觉遵规守
纪。

《通知》要求，坚持从严监督查处，始
终保持严肃纪律的高压态势。 紧盯重点
地区关键环节开展监督，加强分析研判，
对换届风气问题进行风险排查， 明确监
督的重点地区、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做
到有的放矢、精准监督。严格换届人选推
荐提名工作监督，坚决防止“带病提名”。
严格换届政策和制度规定执行情况监

督，确保换届政策、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和
制度有效执行。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检查，
各级组织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对
换届风气开展巡回督查和重点督查。 大
会选举期间，上级要派驻督导组，对换届
选举和会风会纪进行现场督导。 换届考
察期间， 考察组要注意加强对当地换届

风气的监督， 认真了解考察对象遵守换
届纪律情况。注重发挥巡视监督作用，把
换届风气和遵守换届纪律情况纳入巡视

巡察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 从严从快查
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充分利用信访、
“12380”举报受理平台，实时监测和了解
换届风气状况， 对反映违反换届纪律问
题的举报及时受理、优先办理。建立联查
联办和快查快结机制， 对发现的问题快
查严办；必要时，上级组织部门会同纪检
监察机关派员督办或者直接查办。 对违
反换届纪律规定的，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
处理，典型案件予以通报曝光。建立失实
检举控告澄清工作机制， 对受到不实举
报的不影响提名使用， 造成不良影响的
及时予以澄清； 对恶意举报和诬告陷害
行为予以严肃处理。

《通知》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
对换届风气监督工作的组织领导。 地方
各级党委履行主体责任， 党委书记履行
第一责任人职责，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
换届风气监督与换届工作一同谋划、一
同部署、一同落实，防范风险隐患。 纪检
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要聚焦问题、全
程跟进、铁腕执纪、严肃问责，坚决维护
换届纪律权威。组织部门履行直接责任，
要严格执行制度规定，坚持原则不动摇、
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把严
肃换届纪律、 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各项措
施落到实处。 人大常委会党组、 政府党
组、政协党组以及宣传、统战、政法、网信
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分工负责、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行换届风气监督
责任制， 把换届风气作为考核评价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加强政治建设情况的重要内容，对因
履行责任不力， 导致本地区换届风气不
正、换届纪律松弛涣散、换届选举出现非
组织活动的，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
关党组织和有关人员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