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运输企业须落实驾驶员休息制度

川汇区运管部门!

!

晚报记者 牛思光

本报讯 为确保春运畅通安全 !

!

月
!"

日! 川汇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对参加春运的运

输企业作出了规定!每个企业 "每部营运车

辆"每个驾乘人员都要层层签订春运运输安

全责任书!单程
#$$

公里以上客运车辆必须

配备两名以上驾驶员!驾驶人员连续驾车时

间不得超过
%

小时!未落实驾驶员休息制度

的企业和车辆!不得参加春运期间运输# 同

时严查非法营运" 超范围经营以及倒客"甩

客"宰客等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 对市民举报的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

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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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十八大迎双节周口市!神农茶园杯"书画大赛作品开展启事
!!!!!!

庆十八大迎双节周口市 %神农茶园杯&

书画大赛!自去年
!$

月份开赛以来!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共收到应征

书画作品
621

件$

本次书画大赛征集到的书画作品主题

鲜明!和鸣着时代的强音!且艺术风格迥异!

或波澜壮阔!气吞山河!或明丽秀密!玲珑兼

神!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周口人奋发向上的精

神!映衬出周口作为书画之乡的深厚内蕴与

博大底蕴$

经过专家精心评选!本次书画大赛共有

!2%

件作品入选$ 这些书画作品定于
1$!6

年
!

月
!2

日在周口报业大厦二楼展厅隆重

展出!恭请各界莅临指导$

周口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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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消费卡不能随便发

我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启动
!

晚报记者 李伟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

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管理工作已全面启

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将

在我市进入实施阶段$

目前!我市市场上各种形式的消费卡发

售呈现一种无序状态 !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违规滥发卡情况较普遍!少数服务企业

出售消费卡后卷款逃跑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这些现象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容

易滋生公款消费+收卡受贿"逃偷漏税等腐

败问题$

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是国务院赋

予商务部门的重要职能! 是促进居民消费增

长的有效手段! 是当前规范市场秩序的有力

举措$市商务局副局长赵锐表示!为了让预付

卡成长更健康!让发卡企业更壮大!让百姓生

活更便捷!今后!商业企业自行发放的各种储

值卡"消费卡等都将按新规来办$ 而对消费

者来说!备案制度启动后!即便遭遇%门店换

老板&%退换货&等问题!也将有补救措施$据

悉!未按时备案且逾期不改的企业将被处以

!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企业若在实际

经营中违反发卡条件"存管资金 "退款管理

等事项! 也将被处以
!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超期尚有余额应提供换卡服务$

据市商务局市场秩序科科长陈锐介绍!

去年
"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民银行"监

察部"商务部等部门 '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

管理意见的通知*! 明确人民银行和商务部

分别作为多用途和单用途预付卡管理的职

能部门!财政部"监察部"税务总局"工商总

局和反腐败预防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管理!是

贯彻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解决商业预付卡市场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

本报春联征集活动火爆进行中

截至昨日"已收到应征春联 16$副

!

见习记者 王凯 范小静

本报讯 为弘扬传统文化"营造喜庆

祥和的新春气氛! 本报
!

月
!!

日推出

'周口晚报*第四届春联大赛!向全国各

地楹联爱好者征集优秀春联作品$ 截至

!

月
!"

日
!9

时! 本报共收到各地楹联

爱好者发来的春联
16$

副$

为了让广大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有喜庆吉祥 "

称心如意的春联贴在家门口! 本报从

1$$9

年开始组织春联大赛! 已成功举

办了
6

届 (

1$!!

年停办 )!收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楹联爱好者编撰的春联上

万副$

据悉!本报发起的此次春联征集活

动!不仅吸引了本地读者!还吸引了其

他省份楹联爱好者的热情关注$ 他们围

绕
1$!1

年我国"我省和我市在政治"经

济"文化"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上取

得的新成就新成绩!抒发了人们的喜悦

心情$ 看到本报征集春联!太康二高的

张识精心创作了一副春联-%小区片片!

花园周口添锦绣,游船艘艘!图画颍水

增旖旎$ & 湖南省益阳的胡启山很喜欢

写对联!他通过邮箱一连提供了
6

副对

联!其中一副是-%千古龙都!忠诚耀灿

壬辰画卷,九州圣迹!自信酣酡癸巳诗

章$ &河北省怀安县的田鑫则发来了一

副讴歌人们新时代生活方式的春联 -

%网上拜年!发
::

问好,视频对话!乐

事事顺心$ &

另外!本活动面向周口市区征招书

法爱好者若干名!参与义写春联送祝福

活 动 $ 书 法 爱 好 者 报 名 请 拨 打

76";111$79$

$

!!!!!!

本报发起的春联征集活动!自
1$71

年
7

月
77

日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和来

自全国各地的楹联爱好者的热烈响应"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摘登部分应征作品!

以飨读者"

7*

水清花簇家乡好!天蓝锦绣周口美$ 市国税局退休干部李明宪

1*

龙腾虎跃辞旧岁!金蛇狂舞迎新春$ 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梁延营

6*

龙腾盛世新中原!突飞猛进过大年$ 淮阳徐汝青

%3

小区片片!花园周口添锦绣,游船艘艘!图画颍水增旖旎$ 太康二高张识

"*

广厦万千布三川!全民辛勤普新篇$ 周口太平洋保险公司贾新

2*

齐奏民富国强发展曲!高唱天蓝地绿和谐歌$ 周口市公安局退休民警麻立云

<*

龙腾盛世千年祥!蛇舞三川万代吉,迎蛇年三川振奋谱新篇!辞龙岁城乡发展

万民欢$ 项城市李寨镇政府办公室薛全伟

9*

福字大红!金蛇翘首,喜联常挂!玉凤扬眉$ 新疆乌鲁木齐左增杰

;*

金蛇狂舞吞硕鼠!银发慢吟品肥牛$ 新疆乌鲁木齐左增杰

7$*

柳衔燕语千家暖!蛇舞春风万象新$ 河北省辛集市文化馆李建永

77*

土脸新添精气神!娲祖重来应不识,阳春一统人天地!龙都雄起再腾飞$ 江西

卢象贤

71*

鱼跃池塘红砖楼房村庄处处春秀丽!牛踏芳草农茂粮丰田园景景图画新$ 平

顶山郏县张军停

76*

锦绣河山!山清水秀呈画意神六腾飞迎新春,辉煌盛世!物阜民康满诗情福娃

高歌奔小康$ 平顶山郏县张军停

7%*

笑盈万户圆家梦!喜出内心感党恩$ 山东省新泰市和西典

7"*

春风荡漾城乡暖!善政普行事业兴$ 山东省新泰市和西典

723

双龙交舞!改革春风劲,九域飞歌!小康岁月新$ 安徽省无为县任家潮

7<*

新年新气象!户户和和美美,大寿大福音!天天健健康康$ 安徽省凤台县胡立利

79*

蛇舞三春!蛟腾四海,龙骧六合!凤翥九霄$ 山西大同市常春

应征春联选登#一$

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严防冻饿死

民政部!

!!!!!!

据新华社电 当前正值数九寒冬! 流浪乞

讨等生活无着人员安全过冬问题再次引起社

会关注$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
+

月
+,

日表

示!各地民政部门要密切关注严寒天气变化!

提高主动救助意识!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完善

救助服务网络!增强快速响应能力!确保流浪

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救助! 坚决防止出现冻死"

饿死现象$

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方面! 窦玉沛指出!

要广泛动员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

热心群众积极参与救助服务, 发动环卫职工"

公交出租司机"夜间安保人员提供流浪乞讨人

员求助线索,探索建立民间信息员队伍!采取

激励措施!鼓励其做好报告"引导和应急服务,

有条件的地方!要在流浪乞讨人员"外来务工

人员集中活动区域增设临时救助点"流动救助

车!把救助服务做实做细$

%救助站职工的政策水平"职业素养"服务

质量!关系到流浪乞讨人员的切身感受!关系

到媒体与公众的认同!关系到民政系统的行业

形象$ &窦玉沛说$

他表示! 救助站职工必须加强业务学习!

遵守工作准则!落实服务标准!坚持人性化"亲

情化服务!真正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奉献爱

心$要开展
(-

小时救助和不间断街面巡查!还

要对包括务工不着"讨薪无果"寻亲不遇"被盗

被抢"街头醉酒人员等各类困境人员提供针对

性应急救助$

我国网民规模达"32%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137=

!!!!!!!

月
!"

日! 在成都
!

号

线地铁上! 乘客用平板电脑

和手机上网浏览信息"

当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 #

>??@>

$ 在北京发布

%第
6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

至
1$71

年
71

月底!我国网民

规模达
"32%

亿! 全年新增网

民
"$;$

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

%137=

! 较
1$77

年底提升
639

个百分点" 与之相比!手机网

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

越传统网络! 手机在微博用

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

现较快增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