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考试今日起报名
本报讯 !记者 赵金" 昨天#记者从

市教育局获悉 #

!"#$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预报名将于今$ 明两天进行#应

届本科毕业生可在
%

月
!&

日和
%

月
!%

日每天
%

时至
!!

时登录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填写报名信息%

'"

月
'"

日至
$'

日

所有考生均可登陆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进行报名%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考生网上

报名后#

''

月
'"

日至
'(

日还须持相关

证件前往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进行现

场确认#现场确认时须提交本人第二代

居民身份证#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

对%

根据考生不同情况#现场确认时携

带的证件也有所不同%往届本地户口考

生须持周口市!不含项城市"辖区第二

代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毕业证

复印件!上面写有报名号$身份证号"$

网上报名信息表&往届外地户口在周口

市辖区工作的考生须持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高等学校就业报到证!报到证上

接收单位应为周口市"或高等学校就业

指导部门和周口市接收单位加盖公章

的就业协议书$毕业证$毕业证复印件$

网上研招报名信息表& 周口师范学院

!"'$

应届本科毕业生必须持网上研招

报名信息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

证$教育部学信网学籍查询中打印的学

信档案%经审查符合报考条件者现场确

认报名信息$缴费并照相% 证件不全或

不符合要求的考生# 不能办理报考手

续%

市交通运输局

捐书热情高涨
本报讯 !记者 王艳"市交通运输局全体职工热

情热情参与捐书活动# 仅半天时间就捐赠书籍近

$"""

册%

市交通运输局作为市级文明单位# 经常开展爱

心救助$扶贫济困$慈善救助等活动#这次接到向市

图书馆捐赠书籍的号召后# 全体干部职工更是积极

响应#踊跃参与#半天内捐赠书籍
!%)!

册%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一个书架#

可以改变一个单位的形象&一个好的图书馆#可以提

升一个城市生活的品位%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

系统工会主席郑其享说# 既然捐书能带来这么多的

益处#那么捐书活动就应该长久地开展下去% '下一

步# 我们打算捐一些能反映交通历史文化方面的专

业书籍#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交通#了解$支持交通% (

市卫生局

捐书质量高数量多
本报讯 !记者 王艳"记者昨日在市卫生局采访

时获悉# 该局干部职工一次性向市图书馆捐赠书籍

!*+"

册#呈现出质量高$数量多的特点%

市卫生局在接到市委宣传部关于向市图书捐书

的倡议后#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并在会议上明

确安排由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动员会后#全局
$,

名

干部职工踊跃捐书# 每人所捐书籍的数量都远远超

出规定数量% 据了解# 为确保此次所捐赠书籍的质

量#市卫生局严格把关#杜绝了盗版书籍$非正规出

版社出版的杂志期刊$ 陈旧破损书籍等不符合条件

书籍的出现%

该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市卫生局现已与市

图书馆联系好#并充分做好了第二次捐赠准备#这次

他们准备向市图书馆多捐赠些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

书籍#希望能弥补市图书馆此类藏书的空缺%

公 告
!!!!!!

周口市国顺汽车资讯服务有限公司因本公司不再经营#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

日内到公

司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周口市国顺汽车资讯服务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公 告
!!!!!!

李清!身份证号)

('!,!&'%))",!)""'"

"#因你拖欠租金

和物业费#已超过
'"

个月#限你三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租

赁合同事宜#如逾期不到#视为你自动解除合同% 所遗留物

品均由我公司自行处理%

特此公告

河南省晟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遗失声明
!

周口力博安防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丢 失 # 证 号 )

('!,"",)$'('*!!

#声明作废%

!"'!

年
%

月
!,

日

!

坐落在周口市川汇区张庄三

组李大华的周房字第
'''(*

号房屋

所有权证#地号)

("(("",

#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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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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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鹿邑县涵玉化妆品工作室机

构代码证丢失# 证号)

-!&*$$)$"'

#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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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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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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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拍卖公告
受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我公司

定于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在周口

市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

周口市七一路中段

市政府南楼
!

楼
/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郸城县公安局所有的位于老交警队院

内!郸城县西环路与氵名河南路交叉口东南

角"

%++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

!院内北侧临街两层楼房 # 建筑面积约

(!%0)!

平方米&院内东侧车库
*

间#建筑面

积约
%(0%!

平方米"%

有意参加竞买者# 请于
!+'!

年
'+

月

'!

日
',

时前向人民法院指定账户交纳保

证 金
!+

万 元 ! 保 证 金 账 号 )

'++'*'!++%++++++++)%

#收款单位)周口市

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行)周口银行八

一南支行"并持营业执照$身份证等有效证

件原件$ 复印件到周口市综合产权交易中

心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

为准 # 不成交者竞买保证金全额无息退

还"%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机构咨询电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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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易中心咨询电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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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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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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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共赢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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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局严查重点商品质量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 昨日 #记者从

市工商局了解到# 即日起至
#+

月
$#

日#全

市工商系统将对家用电器$汽车配件$服装

和装饰装修材料等重点商品质量开展专项

执法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将突出重点区域% 突出集贸

市场$专业市场$商场$超市等商品流通和

消费集中场所#加强日常巡查#监督经营者

履行进货检查验收$ 商品储存销售管理等

义务#督促经营者完善重点商品购销台账$

过期失效商品下架$ 不合格商品退市等自

律制度% 加强对商品质量和经营行为的监

督检查#及时查处标签标识不符合要求$销

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 失效变质商

品和伪造产地$ 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

厂址$ 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识等质量标志

以及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违

法行为%

此次行为将突出重点品种% 针对社会

反映强烈$ 消费者诉求集中的重点商品以

及监管执法中发现的不合格商品# 加大商

品质量监测力度% 组织开展对家用电器$汽

车配件$ 服装和装饰装修材料等重点商品

的专项监测% 加强商品质量监测结果的综

合利用#充分利用监测结果#强化对销售不

合格商品违法案件查办工作# 积极维护商

品市场秩序%

此次行动还将突出信息报送% 各县市

区工商部门将切实强化信息报送工作# 指

定专门人员负责# 及时报送专项执法检查

信息% 重大案件$ 重大情况# 随时报告当

地政府和市工商局%

!周末一元剧场"将举办
!喜迎十八大#庆国庆"文艺晚会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通讯员

刘振宇"为庆祝伟大祖国
)$

岁华

诞
2

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中国移动

周口分公司主办# 市群众艺术馆

承办的 '*神州行 + 周末一元剧

场(# 将于
%

月
!&

日晚在周口人

民会堂隆重举行'喜迎十八大$庆

国庆(文艺晚会%

为使晚会的内容更加丰富多

彩#给全市人民营造出喜庆$和谐

的节日氛围# 晚会将邀请我市知

名歌唱演员$ 戏曲表演艺术家及

大中小学生合唱团队现场演出 %

演员阵容强大# 整场晚会在近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 将为广大市民

奉上十余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此

外#晚会还有配乐诗朗诵$舞蹈 $

独唱$唢呐串烧$武术表演等各具

看点的文艺节目# 届时将让广大

市民享受到丰富的视听盛宴%

承办方表示# 此次晚会的门

票将免费发放# 市民可凭身份证

于
%

月
!&

日
#&

时前到市群艺馆

免费领取# 每人限取两张% 晚会

互动环节还将有丰厚礼品赠送 %

共庆祖国生日# 邀您共享文化成

果%

积极应对长假通行高峰
市高速交警支队

本报讯 !记者 赵金"中秋$国庆长假将至#这是

国家下发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通知的第一个

重大节假日#实行免费通行后#预计涌入高速公路的

车流量将大幅增加%连日来#市高速交警支队早做准

备#应对通行高峰%

市高速交警支队负责人介绍#'双节(期间#市高

速交警支队所有民警不休息#全员上岗#明确了'支

队分管领导包大队$大队包中队$中队包民警$民警

包点段(的四级承包责任制%并在重点路段和节点部

署清障施救车辆和装备# 做好突发紧急事件应急准

备%处突人员
!(

小时待命出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处理民警将以最短的时间恢复道路通行% 收费

站等重点路段和
+

时至
)

时之间的重点时段# 将增

加巡逻班次和密度$延长勤务时间#及时清理路面违

章停放$行人上高速和秸秆焚烧火点等不安全因素%

对可能遇到的通行高峰$交通拥堵等情况#该支

队也制定了应对措施%在每个收费站安排专人指引#

引导收费车辆与免费车辆分道行驶#提高通行效率%

并与收费站协调#必要时将停止发卡$收费#快速放

行# 确保收费站不发生长时间$ 长距离排队等候现

象% 同时严查节日期间车辆多发的超员$超速$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

该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 市高速交警支队指挥

中心
+$%(1&$+)##+

电话
!(

小时开通# 为群众提供

咨询$报警$投诉$救助服务% 同时#支队通过新浪'平

安周口高速公安(微博平台#每天定时和不定时发布

即时路况信息$事故预警和安全提醒%

居民楼旁怎能大量抽取地下水"

西华县水利局)今日将监督封井

市民张先生#

!"#$$$$$$$$

$!我家住在西华县城温馨港湾小区!

小区最南面的居民楼下有一个洗车城!由于用水量非常大!洗车城在靠

近楼墙根处打了一眼井! 天天抽地下水来洗车" 居民楼旁怎能大量抽

取地下水# 我们住户十分担心会对楼体造成危害"

我们找到洗车城协商!希望他们改用自来水!洗车城没人理我们"

我们找到县水利部门进行反映!可是如今一个月过去了!也没见水利

部门前来解决" 如此大量抽取地下水! 楼上的居民就怕哪天造成地基

下陷$酿成大祸"

记者致电西华县水利局#该局工作人员介绍#市民来到县水利局反

应后#县水利局先后两次到该洗车城进行监督#帮助商户选择新的打井

位置#下达整改通知%

%

月
!,

日接到记者电话后#水利局工作人员再次

来到该商户位置#发现商户并未按期整改% 目前#他们已要求商户停用

地下水%

%

月
!&

日#他们将对居民所反映自备井进行封闭%

道路!小修小补"何时能够成为常态
"

刘彦章

%城市综合整治&是市委$市政府今

年提出的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德政工

程" 时断时续的整治!已经让市民看到

了初步效果!但距离市民的要求还有很

大差距" 别的不说!仅仅城市道路的坎

坷不平$坑洼充斥$影响交通已经成为

中心城区多年来的积弊!也成为市民出

行挥之不去的%疼&" 看来!落实岳文海

市长多次提出的%城市道路小修小补应

该成为常态&的要求任重道远"

有心的市民会注意! 中心城区几

乎所有的道路都有需要修补的地方 "

有的地方还很厉害" 前一段! '周口

晚报( 曾经曝光过几个地方! 引起了

市政管理部门的注意! 并进行了修补"

其实! 还有很多地方情况更甚" 比如!

建设路和大庆路交叉口$ 文昌大道和

大庆路交叉口$ 八一大道和交通路交

叉口等等! 路面损毁很厉害! 凸凹不

平! 过车如坐轿! 颠簸起伏! 造成了

很多交通事故隐患" 还有几乎所有道

路个别地方新形成 $ 已形成的坑洼 !

由于得不到及时修补 ! 经雨水浸泡 !

车辆碾压! 小的变大! 大的连片! 导

致路面大面积损毁" 由于职能部门不

能防微杜渐! 小患酿大患成大灾几乎

成为城市道路管理中的常态) 只建不

管$ 重大修重修忽视小修小补似乎也

成了管理部门的习惯"

城市基础设施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但从建设到管理! 纳税人根本不能参

与" 有关职能部门代表政府为人民服

务!行使政府职能!有义务和责任把城

市建设好管理好! 并接受人民的监督"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这是每个人都熟悉的道理" 如果

一个城市连道路都难建设好$ 管理好!

遑论其他) 周口中心城区综合整治!也

应该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把市民天天

走的路修好$补好!这既是市民的呼声!

也是市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做不好!人大可以监督! 政协可以

议政! 市民可以批评! 监察部门可以

问责" 只有这样! 才能使公共设施建

设和管理人格化! 市民的城市主人翁

意识才能培养起来" 也只有这样! 才

能使 %城市道路管理小修小补应该成

为常态& 得以落实"

市中心医院

完成首例新生儿脾脏摘除术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依达"

近日# 周口市中心医院成功为一

名出生仅
$

天$ 脾破裂的新生儿

做了剖腹探查$脾脏摘除手术%

%

月
!(

日#记者见到这名婴儿已顺

利拆线% 据介绍#新生儿脾脏摘除

手术在该院还是首例%

%

月
#+

日# 一名刚出生两天

的新生儿因腹胀$ 吐食被送往周

口市中心医院% 入院后# 经过检

查#诊断为脾破裂% 此时婴儿的血

容量不到
!++

毫升# 如果不做手

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会

诊之后# 决定施行手术%

##

日上

午# 这名刚出生
$

天的婴儿被推

进了手术室% 手术的主刀医生是

中心医院普外二科副主任医师徐

建%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努力#整台

手术顺利完成%

徐建医生介绍说# 新生儿的

脏器小#切口大了#对婴儿造成的

创伤大& 切口小了# 手又没法下

去#加之婴儿的年龄小#麻醉风险

大#手术的难度非常高% 记者了解

到#目前#这名新生儿已经可以进食#

生命体征正常#正在逐渐恢复中%

昨日!两名运管执法人员在对过往三轮车进行排查" %双节&临近!我市运管部门抽调工作人员对城区机动三轮车非法营

运现象进行检查!确保市区交通安全"

!记者 李寒 摄"

昨日!记者在鹿柘公路鹿邑段见到道路两旁都在晾晒玉米!对过往

车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记者 李寒 摄"

路上晒粮影响交通

严查非法营运 确保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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