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非法集资 建设美好生活
平安人寿周口中心支公司 2018年打击非法集资专题宣传

������一、 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基
本特征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0〕18 号）， 非法集资是违
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
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
收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行为
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
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具
体为：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
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

吸收资金；二是通过媒体、推介
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
会公开宣传； 三是承诺在一定
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
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
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

象吸收资金。

二、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1.不与银行 、保险从业人

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
接收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

收据、欠条。
2.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

息“保险”、高息“理财”，不被小
礼品打动，不被“先返息”之类
的诱饵诱惑。 购买金融产品应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时，要
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保
险公司网站、监管部门网站、行
业协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
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配
合做好回访。

3.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
注正规机构发布的银行、 保险
广告信息和非法集资风险提

示， 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
时举报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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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以下人员的从业资格证
（包括危险品 、客运 、货运资格
证）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王二涛 412723198604194238
包才明 412701197001294034
张发科 412728198602094235
刘凡忠 412728197010023439
仝永新 412724198701046452
彭乾坤 412727199103205752

王明飞 412728198310151517
王成杰 412726196510281613
郑 智 412727198704014578
孙正明 412701196902151511
刘记杰 412726199007237918
姜西伟 412721198709119016
陈志强 412721196603045052
贾桂华 412728197001103138
李焕明 41272319680525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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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售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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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房屋出租：： 八一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一门面房出租，，110022 平方
米，，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 1188559955441144667766

房屋出售：： 火车站对面天鹏皇朝，，11 楼，， 四室二厅二卫，，112266 平
方米，，毛坯房，，门前1166平方米可做花园，，急售，，价格面议。。

电话:: 1188559955553388558899

房屋出租:: 东新区昌建 AA座 77楼，，有五间办公室出租。。
电话:: 1188663399442233334444

房屋出售：： 安居小区 AA区，，高层 1166楼，，三室两厅两卫。。
电话：：1188880033994488668888 1155663388007788999922

房屋出租：： 滨江国际写字楼 77 号楼 11991166 室，，9900 平方米，， 精装
修，，中央空调，，水电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133993399441166888866

刊登广告请联系：：
00339944--88227700006666

□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6 月 13 日，记者从市教育
局中招科获悉， 今年中招考试将在 6
月 25 日、26 日进行， 我市共有 101872
人参加考试， 设 76 个考点，3405 个考
场。

两个科目开卷考试

据了解，今年我市中招考试将在 6

月 25 日、26 日进行， 采用全省统一命
题的试卷 。 中招考试科目有语文 、数
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思想品德和历
史， 其中， 思想品德和历史为开卷考
试。

考生人数为全省之最

据了解， 今年我市共有 101872 人
参加中招考试，为全省之最。 全市共设
76 个考点，3405 个考场。中心城区考点

将于 6 月 24 日 17 时至 18 时， 统一安
排考生看考场。

继续实行“无声入场”
“由于今年的考生特别多，考务工

作的难度有所增加。 截至目前，我市中
招考试的各项工作已经部署到位。 ”市
教育局中招科科长孟宪武说。

据了解， 去年我市中招考试首次
实行“无声入场”，今年将继续实行。

准考证丢失可先考试

在采访中，孟宪武提醒广大考生家
长， 要做好考生的考前心理疏导工作，
帮助考生树立自信， 以平常心面对考
试。 同时，考生家长要确保考生饮食合
理、睡眠充足。

据了解，如果准考证丢失，考生可
在考场工作人员确认身份后参加考试，
同时通知带队老师，到当地招办办理准
考证。

今年我市十万多人参加中招考试
两个科目开卷考试 准考证丢失可先考试

高考结束后，商水县
征兵办组织工作人员来

到该县各高级中学，通过
宣传展板和发放宣传单

的形式进行征兵宣传。
图为商水县征兵办

工作人员为考生家长讲

解征兵政策。
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刘记成 朱建忠 摄

征兵宣传到校园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崔璨

本报讯 6 月 13 日， 记者从市
社科联了解到，6 月 16 日， 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主办，
东新区管委会、周口文昌书院承办
的周口文化大讲堂暨“文化自信与
立德树人”高层论坛将在周口文昌
书院举行。

记者了解到，本期文化大讲堂
主讲嘉宾分别为国学大师、清华大
学教授钱逊，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韩星 ，中华书局编审祝安顺 ，中国
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洪明。
市社科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周口文化大讲堂是为了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宣传好 、贯彻好 、落实
好 ， 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普及工
作。

国学大咖将来周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