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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油高速公路油品股份有限公司现有20余座加油站双层罐改造项目需进行招标，项
目涉及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设计监理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招标代理机构，具体事项如下：

一、征集条件：
1.参加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评选的必须具备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乙级

以上资质；
2.参加油罐、管线、标准件、液位仪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评选的必须具备商务部颁发的机电产

品国际招标代理乙级以上资质；
3.参加设计、监理服务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评选的必须具备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招标代理

机构乙级以上资质；
4.参加评选的招标代理机构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及办公地点必须位于郑州市区，且已在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完成网上登记。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有意参加者即可向河南中油高速公路油品股份有限公司报名并索取

相关资料。
二、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8月28日17点。
2.评选时间：2017年8月30日9点。
3.评选当天收取评选文件，现场评选，过期无效；评选结果当场宣布并签字确认。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2号18楼
联系人：皇先生 电话：69190970；孙先生 电话：69190972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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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鹤壁服务区宿舍、卫
生间整修项目已批准实施，资
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 2017 年 8月
21日-8月25日到京港澳高速
566公里处鹤壁服务区办公室
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392-7771357

13783865022

注 销 公 告
河南铁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11492000000199）、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纳税识别号：411403091426209）、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091426209）、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060002433101）、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
G1441140300243310U）、账户印鉴卡、公章、财务章、法
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
我公司开发的位于航空港

区郑港五街东侧、郑港七路北
侧豫康新城项目，商品房预售
许 可 证 遗 失 ，登 记 编 号 ：
2013515844；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号：（2013）郑房管预字第
G0025号，现申请声明作废。

郑州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

洛阳市北环路（原G310国道）东段建设工程交通管制公告
市委、市政府决定，2017年8月24日至2019年8月24日对原G310定鼎北路至安居路段实施拓宽改造，

期间将对上述路段实施全封闭或半封闭施工。为确保改扩建工程安全顺利实施，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的时间及区域:（一）封闭时间：2017年8月24日至2019年8月24日；
（二）封闭区间：原310国道的定鼎路口至安居路段。根据工程建设需要采取分段实施，其中，原G310定鼎北
路至启明北路洛白路口段实行全封闭施工，启明北路洛白路口至安居路段暂按半封闭施工。
二、车辆绕行线路
（一）过境货运车辆：
1、东西方向过境车辆：从新G310行驶通过，经原G310行驶的车辆请按照交通指示标志绕行；
2、南北方向：从连霍高速转二广高速、宁洛高速或新G310→小浪底专线→原G310→西环路；
3、经原G310由西向东的货运车辆从原G310→洛吉快速通道（朝阳）→X011公路→新G310绕行。
（二）进市车辆：1、经新G310→小浪底专线→机场路→华山路→原G310（向西衡山路，向东王城大道）进入市
区； 2、新G310→X011公路→洛吉快速路→定鼎路进入市区； 3、新G310→中州东路进入市区。
（三）沿线单位车辆：凭通行证经施工便道通过。 （四）公交车辆绕行方案由公交公司另行通知。
三、过往车辆自觉遵守交通引导标志、标牌的指引
G310市区段拓宽改造工程施工期间，沿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必须服从交通管理，自觉按照施工现场交通标
示标志通行，严禁在沿线停车和逆向行驶。

【交警温馨提示】：暂时的不方便是为了今后的畅通，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该工程周边替
代道路匮乏，道路封闭后将对您的出行带来较大影响，提醒广大市民要根据交通流的变化，提前规划绕行线路
和出行时间，以免影响您的生活和工作；行径自觉遵守交通引导标志、标示的指示，注意出行安全，服从现场人
员的管理。

特此公告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洛阳市交警支队
2017年8月21日

公 告

观点圆桌

很多旅客在互联网上购票时，有时会发现最后支付的价格与最
先看到的价格不相符，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实际上这是网络服务
商的“搭售”行为。中国民航局消费者事务管理中心的统计显示，今
年上半年，他们受理的消费者关于票务的相关问题投诉已达3000多
起，投诉总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3倍。其中机票“搭售”在消费
者投诉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先学汉字后学拼音”回归语文本义
斯涵涵：“先学汉字后学拼音”,

这个改变有着重大意义。首先，把
汉语、汉字摆回到第一位。新教材
使孩子们对语文的“第一印象”不是
字母“abc”，而是汉字“天地人”，帮
助孩子建立对汉字的原初感觉，也
是小学生正确认识汉字的前提。

其次，有利于消除小学生的畏
难情绪。毋庸讳言，汉语拼音固然
很好，但只是辅助学汉字的工具，相
对于简单的汉字来说，汉语拼音难
度加倍。一上来就学拼音可能会让
这些孩子产生畏难情绪，觉得语文
很复杂。但对于先识字而言，从日
常生活入手，简单易学，更能激发语
文的趣味性及学生的学习热情。

其三，一开学学识字不是不学

汉语拼音了，而是在学生们对语文
打下良好基础之后，有了基本的学
习能力之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再学习汉语拼音，这样可以提高汉
语拼音的学习效率，使之更好地发
挥语文学习工具之作用。

“先学汉字后学拼音”回归语文
本义。教育部门要坚持多元化、科
学化、现代化的教育方针，在新教材
的编写中，集思广益，充分听取老师
及专家的意见，也充分考虑学生的
认知水平，在各年级科学安排适合
学生理解程度的文字、文段，取长补
短，不断完善，有效开启孩子的语文
能力，并通过多样化、趣味性的教学
手段，让学生们真正爱上我们的语
文。

消除机票“搭售”不能只靠消费者
何勇海：网络服务商在机票中

“搭售”了一些什么呢？“搭售”了航班
延误险、航空意外险、贵宾休息室、
接机车券、酒店优惠券、购物券、停
车券等，而且都是默认勾选好了的，
如果不曾留意或识别不清，就很容
易落入“捆绑搭售”的陷阱，购买到
不需要的服务或产品，大花冤枉
钱。这完全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消
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权、自
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确应在事前避免上当受
骗。但是，消除机票“搭售”不能只
指望消费者擦亮眼睛，网络销售平

台受到管理机构及相关法律的有效
管理和规制才是根本出路。

对侵犯消费者权利者必须予以
打击惩戒，对监管不力者也当追究
失职渎职之责。这就要健全法律法
规，明确在线机票销售平台的责任
主体，责任主体当与工商、旅游、民
航等紧密合作，对恶意“搭售”等不
正当行为严惩不贷。鉴于网络服务
商将“搭售”项目设置为默认选项，
相关部门有必要组织专门力量，从
技术角度将商家的这种设置更改过
来，并加强日常监控。

关键词 各行其道今日评论

“各行其道”还要“各得其所”

科学分配路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规划固定的自行车道——上班高峰期，
自行车流往往是从地铁站、公交站涌向办公密集区，下班高峰期则相反。如
果能借助大数据平台建立起动态的路权分配机制，无疑有助于缓解交通压
力。身处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中，公共管理与企业运营的模式和思路都有必
要及时更新，这不仅是职能部门应尽之责，也是共享单车平台无法推卸的社
会义务。 （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AⅠ·04、05版）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经常出行的市民都知道，郑州市区的道路
资源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很长时间以来，不少
市民反映称，郑州一些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不畅
或没有非机动车道，导致骑行时要么受阻、要么
无路可走，只能走到机动车道上，让骑车出行的
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随着共享单车在郑州的
风行，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有专家建议，如何改
善城市道路不利于骑行的现状，应尽快提上讨
论和解决日程。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汽车工业迅猛发展，
汽车数量与日俱增，有数据显示，郑州市区机动
车保有量已超过300万辆，每年仍在以30万~40
万辆的速度高速增长。回顾我们身边，虽然城
市道路越修越宽、高架桥越来越密集，但自行车
道却在不断被蚕食鲸吞，乃至自行车在很多时
候都不得不与机动车相伴而行，由此不仅导致
城市道路上险象环生，而且加剧了城市交通的
拥堵和混乱。在这样的局面下，共享单车的大
范围推广，一方面为市民出行增添了便利，另一
方面则继续放大了路权分配不均的困境——骑
自行车到底应该走哪条道？有此疑问的市民不
在少数。

“中国式过马路”饱受诟病，除了文明素质
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路权分
配不公，弱势的自行车只有破坏规则才能抢得
一席之地——有些道路原本就没有规划自行车
道，有些虽然规划了自行车道，但却停满了机动
车辆。如果不能合理分配路权，机动车与自行
车和行人之间的路权之争难免愈演愈烈，混乱
的交通秩序中，看似占尽优势的机动车辆，也未
必能享受多少实际的便利——如果因此引发剐
蹭之类小事故，自认倒霉的多半是机动车驾驶
员。更为重要的是，在混乱无序的交通环境中，
很容易使人滋生习惯性违章的惯性，以至于在
那些规划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依然有人习

惯于和机动车“并驾齐驱”。如此一来，不仅交
通秩序更加混乱，执法者也很难有针对性地进
行治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
原因在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满足
市民出行的需求。基于此，多数城市都致力于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公共
交通难以覆盖到每个人的家门口，“最后一公
里”因此成为不少市民心头说不出的痛。正因
为如此，共享单车一经推出，立刻受到广大市民
的普遍欢迎，作为“最后一公里”的首选交通工
具，有什么比这更加节能环保且快捷经济呢？
以共享单车的走红为契机，自行车的路权再次
受到重视——8月2日，经国务院同意，十部委
在交通运输部的牵头下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
和规范网络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新政
将“完善自行车交通网络”作为重要部分加以明
确，从规划建设到标记设计，从严禁占用非机动
车道停车到公共交通的衔接，都做出了相应的
规定。

所谓路权，不仅在于拥有多少道路资源，更
在于通过隔离确保“各行其道”。对于城市管理
来说，在有条件的路段规划固定自行车道当然
有必要，不过，科学分配路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
规划固定的自行车道——上班高峰期，自行车
流往往是从地铁站、公交站涌向办公密集区，下
班高峰期则相反。如果能借助大数据平台建立
起动态的路权分配机制，无疑有助于缓解交通
压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城市拥堵并不总是
因为车辆密集，更多时候还是因乱停乱放而起，
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都会占据
本就紧张的道路资源，并因此加剧拥堵。因此，
保障“各行其道”的同时，有必要敦促所有车辆

“各得其所”。身处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中，公共
管理与企业运营的模式和思路都有必要及时更
新，这不仅是职能部门应尽之责，也是共享单车
平台无法推卸的社会义务。

非法倒卖身份证亟须“封禁”
□杨玉龙

微商售卖身份证，买家只需要挑一个与己
年龄相仿、相貌相似的，拿着这个身份证就能够
用来买车票，也能够用来开房。《江南晚报》记者
调查发现，通过微商销售的身份证，其实是持证
人丢失的真身份证，尽管持证人已经将丢失的
身份证挂失，但仍然能够使用。

倒卖身份证成生意，主要原因是身份证丢失
挂失后，原证在一些地方依旧有效、能用。加之
一些业务部门与公安部门的信息不能共享，一些

不法之徒就能冒用别人的身份证行不法之事。
对非法倒卖身份证进行“封禁”，首要应解

决身份证不能做到“挂失即废”的问题。此外，
在身份证使用环节，相关部门应加强核验。

与此同时，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贩卖身份
证总有一条利益链，须依法严厉打击购买、出
售，使用伪造、变造身份证的行为。

身份证具有唯一性、特有性、法律性，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这就需要加强技术改进，使遗失
身份证能加密、注销、作废。于个人而言，也应
该加强保护和防范意识，避免身份证丢失。

王铎 图

根据教育部通知，今年9月起，全国小学和初中的起始年级将统
一使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部编本”语文教材。在部编版一年级教材
中，一改此前上学就先学拼音的“传统”，第一篇识字课文就是“天、
地、人、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