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今年至少资助 !""名学子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记者从

共青团周口市三届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团市委将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以服务青少

年成长成才%其中!在今年的&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中 !将资助不少于
!""

名贫困大学生!同时积极争取两个希

望小学援建项目%

以丰富的活动为载体! 创新引导模

式!服务青少年

为了能让我市广大青少年积极

参与! 进而把理想信念教育深入人

心!为周口的发展凝聚正能量!今年!

团市委将开展纪念&五四'运动
$%

周

年 $&我与祖国共奋进 '$&永远跟党

走'等主题活动!深化&知我周口$爱

我周口$兴我周口'系列活动!继续开

展感恩教育$

&'

岁集体生日等活动%

此外! 团市委还将结合时代发

展!创新工作方法!运用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与青少年进行网络上的沟通

互动!从而牢牢掌握对青少年思想引

导的主动权%

帮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鼓励青年学

子回报家乡

近些年!团市委开展的&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帮助一大批家庭困难的

学子上了大学% 今年!团市委仍将积

极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扩大善款募集

力度!以资助不少于
!""

名贫困大学

生!并争取两个希望小学援建项目%

为了引导周口籍青年学子进一

步了解家乡$宣传家乡$热爱家乡!今

年!团市委将着力开展周口学子看家

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现

场观摩$实地调研$座谈会等形式!激

发动员更多周口籍学子奉献家乡的

热情%

郸城县某小区发生一起坠楼事件

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

记者 卢好亮

本报讯 据向郸城县警方了解)

!

月
!#

日上

午!县公安局&

&&"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该县新

城区三星花园小区发现一具尸体% 经侦技人员

现场勘查!死者为男性!

%"

多岁% 经初步核实!

死者为何林峰! 生前任县政协主席! 系坠楼身

亡% 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何亲近人员介绍! 何生前患有严重精神

抑郁症%

相关链接

防治抑郁症小知识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

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 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

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常见的

症状是#

!

集中注意和注意的能力降低$

"

自我

评价降低$

#

自罪观念和无价值感%即使在轻度

发作中也有&$

$

认为前途暗淡悲观$

%

自伤或

自杀的观念或行为$

&

睡眠障碍$

'

食欲下降"

病程持续至少
!

周" "据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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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郑州铁路局特批!夕阳红专列连续开行""

海南 兴隆 三亚 桂林 巴马 南宁 北海 越南 河内 下龙湾夕阳红中老年专列

与往年专列不同的是!此趟专列可走出国门看一看越南首都河内$海上

桂林下龙湾!感受一下越南风情!而且我们已将去越南的签证费$小费等额

外费用全部包含在内!游客不带钱包就可以出国旅游啦*

!

月
"#

日$

$#

日!

%

月
"&

日"含签证费%&

!!!!!!!

线 海南 兴隆 三亚
8

桂林 漓江
8

韶山 长沙 橘子洲头
&"

日游
!"#$

元起

"

线 南宁 北海 德天瀑布 巴马长寿乡 长沙 韶山养生
&"

日游
!%#$

元起

#

线 南宁 北海 河内 下龙湾 长沙韶山 橘子洲头专列
&"

日游
!&#$

元起

$

月
%

日#

&'

日专列开进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腾冲瑞丽#中缅边

境#香格里拉#贵州黄果树#张家界!费用
&()'

元起$

!"# !"$%&'()*+,-./0 !#"1234567

老年游客前往云南旅游有诸多不便!但跟着专列出游!这些问题便会迎

刃而解!不但游玩了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腾冲瑞丽!而且

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傣族泼水节% 专列第二站开进贵阳黄果树大瀑布!第三站

进入湖南张家界宝峰湖% 为使游客玩尽兴!不惜成本特别赠送价值
!'"

元的

+血色湘西,拍摄基地老院子和土家风情园两个
'6

景区!充分体现了专列一

线多点$方便实惠的特点!报名抢位要抓紧哦*

!"#$%&'()*+,

报名地址&五一中路天龙宾馆二
'

四楼'周口人民会堂斜对面% 各县市旅行社均可报名

咨询电话&

#!&%()$*!#!& )$*!"!& *#*+$))

报名手机&

"!+$!"$$"&% "!**!&%!*+*

!!!!!!

(中原特通)是一家以省内快递

为主$ 电商配送业务为辅的快递公

司
,

网络遍及河南省
")

个地市和所

有县城! 已成为河南省内极具影响

力的快递品牌*

$#"%

年公司对县级

网点进行大力建设和开发! 诚邀社

会有志之士亲情加盟!合作共赢!共

同致富!同创美好事业*

另#公司常年招聘管理人员$业

务员$司机

联系人#姜先生
!"#$"%&''!$

!$''"#!(#&&

快递公司招商加盟

+淮阳
$"

后小伙儿火海救人献生命,后续报道

工行 '$亿!逸贷"力促消费
!!!!!!

笔者从中国工商银行周口分行获悉!自去

年
$

月
!

日工行正式推出针对网上购物及刷

卡消费的快捷贷款产品&逸贷'以来!该产品

&一触即贷' 的性能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

融资体验!受到客户和商家的普遍欢迎% 截

至
!"&7

年末!推出仅
'

个月 !工行就为
#

万

多客户办理&逸贷 '近
$2'

万笔 !累计发放贷

款
'$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居民的合理消费%

据介绍!符合条件的客户只要持工行的

银行卡等在工行特约商户和合作网上商城

进行网上购物或刷卡消费!即可以通过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

9:;

等快捷渠道

实时申请贷款% &逸贷'采用信用贷款方式!

无须抵押!系统自动审批!贷款瞬时到账% 单

笔消费金额满
#""

元即可办理!贷款期限可

在
#

$

&!

$

!'

$

7#

个月中自由选择 ! 方便客户

灵活安排消费和理财资金% 提前还款无须预

约 !随借随还 !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均可还

款%

工行周口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逸贷'

集中体现了客户自主消费 $自助融资 $快捷

便利的特点!同时银行可以根据银行卡使用

情况$代发工资情况及个人信用记录等因素

动态调整可贷额度
<

确保产品的适用性和安

全性!更加充分地发挥了信贷对居民消费的

服务作用%

详情咨询工行服务热线
$%%==

%

-振京%

荷花办事处#小办法推进!门前三包"制

好的挂红旗 差的挂黑旗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想要根治城市顽疾!发动广大群众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落实好&门前三包'尤为关

键%

!

月
!%

日!川汇区荷花办事处荷花社区为辖

区内&门前三包'表现突出的周口荷花市场北门

挂上了一面红旗!这也是开展&门前三包'以来!

中心城区第一家挂红旗的单位% 社区负责人表

态)&今后!不仅要挂红旗!对表现差的单位!我

们还将挂黑旗!以示惩戒% '

(门前三包)开挂红.黑旗

当日上午!冒着细雨!在荷花市场北门!荷

花办事处荷花社区负责人丁文丽向周口市市场

发展中心荷花第二管理所的负责人!递上了一面

&创建文明城市先进单位'的红旗% 据悉!这是中

心城区落实&门前三包'以来颁发的第一面红旗%

以前!荷花市场北门拉客载客的&黑三轮'

成群结队! 卖水果和小吃的摊点把门口围堵得

水泄不通!甘蔗皮$菠萝皮等撒得满地都是% 如

今!这里的店铺不再占道经营!&黑三轮'销声匿

迹了!水果摊$小吃摊也不见了踪影!地面干干

净净!卫生和市容面貌令人耳目一新%

&今后!我们不仅要给辖区表现

优秀的责任单位挂红旗! 还要给表

现差的单位挂黑旗以示惩戒% '丁文

丽说!春节期间!荷花社区全体队员

及市市场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全员上岗不休

息!针对荷花市场北门易堵易乱的状况!全天不

间断盯守!清理了大量&牛皮癣'和生活垃圾%

完善细则 执行不打折扣

在荷花社区与各家单位签订的&门前三包'

责任书上!细化了悬挂红$黑旗的标准% 其中包

括保持窗$墙$门柱光洁!无&牛皮癣 '!地面平

整!排水流畅!垃圾入桶入池!餐饮店$夜宵店必

须设置泔水桶$垃圾桶等-责任单位负责看护责

任区行道树$花圃!不在苗圃区倾倒垃圾$种菜!

不在树木上绑绳扯线!晾晒衣物-不乱搭乱建!

不乱摆摊点$占道经营!门前无乱停乱放车辆-

门店招牌按要求设置! 不乱置有碍观瞻的物品

等具体内容%

据悉!荷花社区跟辖区内
&'

家责任单位分

别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书!告知了责任单位应

当承担的责任和具体事项等% &红$黑旗采取流动

制!一至两周评比一次!并在媒体上公示!督促单

位和门店更好地参与管理% '丁文丽说!&下一步!

我们会逐个与商家划定门前停车位!做好用收取

的卫生费购买并择地安放垃圾筒等工作% '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

!

晚报记者 刘杰 通讯员 曹新旺

!

月
!%

日!豫东古城淮阳细雨蒙蒙%

一大早! 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的郑庆

兵!从自家水果摊默默地挑选了十几箱水果%

今天!他要替在救火中死去的儿子&还愿'%

郑春光生前有一个愿望) 只要在家!每

年的大年初一都要带着礼物去郑集乡敬老

院给老人拜年%

郑庆兵一边往车上装水果!一边轻轻地

告诉记者)&孩子走后!俺老两口身体一直不

好!这几天稍稍好些!就商量着赶早儿去把

这事办了!好了却他的心愿* '

上午
$

时
!"

分! 郑庆兵开着面包车来

到郑集乡敬老院% 听说英雄的父亲来看大

家!老人们的心沉甸甸的%

一下车!郑庆兵就不动声色地将一箱箱

水果分发给老人 !说 )&春光 .生前 #有一个

愿望!就是初一来给你们拜年% 今天!我替

他//'说着说着!郑庆兵哽咽了%

现场很静%

老人们接过水果!抹起了眼泪//

=#

岁的老人陈献之! 是抗美援朝老英

雄!身上
%

处负伤!被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

章'!老伴早早离世!膝下无儿无女% 老人深

情地说)&春光"生前0对我格外照顾!去年他

隔三差五带着水果$新衣服来瞧我% '

&您是老军人$老英雄!我是个新兵!一

辈子要向您学习!好好照顾您* '说起郑春光

生前对自己的这句承诺! 陈献之老泪纵横)

&他的事.迹0都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春光才是英雄* '

&这么好的娃咋说走就走了哩*'

5=

岁的

五保户杨艳亮对郑春光的感情也特别深厚%

郑春光每次来都会给老人家洗衣晒被$修剪

指甲%

&院里的
%'

个老人大年初一听说春光的

噩耗后!饭都没好好吃% '郑集乡敬老院院长

欣志远伤心地说! 大年初六的追悼会上!老

人们都要求参加! 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

最后只选了
%

个代表% &春光曾跟我说过!他

一定要好好奋斗! 有了钱就给老人们买医

疗$健身和文化娱乐器材//'话没说完!欣

院长垂下脑袋! 把双手深深地插进头发里!

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我们一定会接过春光的担子% '随行

的淮阳县宣传部副部长张广起紧紧握住郑

庆兵的手说! 他将带领全县青年团员与郑

集乡敬老院结成帮扶对子! 开展敬老爱老

活动%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悄悄地滋润着大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