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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走在变化前列，才能把握主动权，抢

占制高点。2016 年的“双 11”虽然已成过

眼云烟，却值得深入探讨。尤其对于人口

大省、网购大省的河南而言，洞察和顺应

今年“双 11”的新变化、新趋势，必将有助

于加快经济强省建设步伐。

“对销售数据没有任何要求”，这是几

天前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天猫“双

11”筹备现场提出的要求。在“双 11”成为

中国几大电商巨头血拼“贺岁片”的现实

下，马云对销售数据的“没有任何要求”，

显然在于他清楚地预见到，行业的拐点要

来了。在“双 11”前一天，马云在接受央视

采访时坦言，“中国电商要变天了”，并善

意地警告业内，应该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修

理屋顶，“别只想着从房地产赚钱，是时候

把利润还给制造业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中国电子商

务的创始人，马云敢预言电商要变天，显

然是实践出真知。毕竟，随着财富积累和

消费升级，价格不再是决定电商之间竞争

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商品能否满足消费者

的个性化需求才是关键，因此，“双 11”不

仅是一场购物狂欢促销节，更是零售新模

式的试验田。更看中品质，从买全球到卖

全球；更注重线上线下融合，开通消费金

融服务，高铁开通货运业务……今年“双

11”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正折射着社会商

业体系与消费变革的新趋势。有业内人

士认为，“未来新的零售模式基于技术带

来变革，由数据驱动带来个性化，使得产

业链分工更专业化。”

面对电商的新变化、新趋势，对于河

南而言，未来 5 年建设经济强省，必须随

机应变、顺势而为。“当日达”“次晨达”，今

年“双 11”郑州铁路局推出的“电商黄金

周”高铁快运服务，再次凸显河南的交通

区位优势，释放着物流枢纽的辐射力；县

区成为今年“双 11”我省消费新增长极的

事实，展示着一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

未来新的零售模式，一定要有物流的高效

顺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服务业的强

力支撑等“硬件”相匹配，这显然给河南提

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双 11”成交金额的不断创纪录，源于

顺应了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更蕴含着经

济转型升级的密钥。对于河南来说，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产业新体系，推动产业

向中高端迈进；发挥“互联网+”现代农业

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像天猫一样的农业

电商大平台，农业竞争力将得以实现质的

提升；突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

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聚，促进

服务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打造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的网络经济区域，把“大数据”

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既是充分激发

一亿人口的市场内需亟须的新模式，更是

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现代服务业强省、现

代农业强省、网络经济强省的要义。5

□斯涵涵

“双 11”前夕，有网络拍客在微博上曝光了

“小马云”家境贫困一事，有网友呼吁“让马云资

助他上学”。“小马云”因长得极像马云而在社交

网络爆红。11 月 9 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

云通过内部邮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小马云’

的上学费用，供到大学毕业。”（见11月13日《华
西都市报》）

因长着一张名人脸而受到舆论关注，得到

社会资助，从而不再为“上不起学，读不起书”而

犯愁。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马云”无疑是幸运

的。然而当“小马云”的父亲接过善款，在镜头

下激动得不能自已的时候，我们仍不得不追问：

如果没有一张“马云脸”，又有多少人会关注这

个贫困的家庭？“小马云”可以通过网络效应获

得帮扶，没能长出一张“名人脸”的贫困娃和贫

困家庭，又该如何实现脱贫？

我国有 5000 多万贫困人口，“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

众。”扶贫工作任重道远。然而，据《人民日报》报

道，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实过程中，一些

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

名式”帮扶；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

困 群 众 增 收 脱 贫 ，却 为 完 成 任 务 搞“ 数 字 脱

贫”……这些只管眼下一时脱贫、不管长远的扶

贫形式主义倾向，严重阻碍了扶贫政策的落实，

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影响了干群关系。

我们为社会各界帮扶“小马云”一家深感欣

慰之时，也要深深明白“小马云”的幸运不能复

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能寄希望于偶发的

网络效应，更要摒弃形式主义、功利主义。脱贫

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需要各级职能部门沉下心来，把扶贫开发作为头

号民生工程来抓，强化帮扶贫困群众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脚踏实地“看真贫、真扶贫、扶真贫、真脱

贫”，改善乡村面貌，合理分配资源，缩小贫富差

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个贫困家庭都能

公平、快捷地享受到政策关怀，让每个贫困孩子

的幸福成长都成为必然，而不是偶然。5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一组湖南省慈利县城澧水大桥桥墩形同“蜂窝”
的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记者在现场看到，建成6年的澧水大桥桩基外
围混凝土脱落、钢筋外露，引来不少当地老百姓围观。5 图/王怀申

“小区里转一圈，到处都是住户私设的地锁。”甘肃兰州市

某小区住户王先生抱怨道。这是位于城关区火车站南路的一

个居民小区，南侧靠墙的停车位被几十个地锁霸占；北侧有单

元门，除了门口，剩下的位置也都装上了地锁。（见11月 13日
《人民日报》）

根据物权法规定，居民小区的公共场所、绿地、道路、停车

位等，原则上属于业主共同所有，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对

照此规定，不管是开发商将小区公用配套场所占为己有，还是

一些住户地锁“圈地”，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小区地锁“圈地”，还需依法“解锁”。一方面，住建、城管

等部门必须担负起监管责任，既要管理好城市公共场地，也要

对居民小区配建的公用设施实施有效管理；另一方面，赋予业

委会法人资格，提高业主自治能力。小区需要居民自治来维

护社区生活秩序，担当这个自治任务的除了小区居民委员会

这一法定组织，还需有一种新生组织，就是业主委员会。业主

委员会有权起诉侵占小区公用设施的单位或个人，打赢这类

民事官司。5 （汪昌莲）

警方介绍，重庆沙坪坝快递小哥小李送过一件价值近

2000 元的快递，是黄先生在网上买的电子设备。到了小区门

口，小李打电话让黄先生下楼领取。不到半分钟，有人走过来

取件，小李问对方是不是姓黄，对方点头称是，叫小李赶紧将

快递给他。签收后，骗子拿着包裹迅速离开。（见11月 13日
《重庆晚报》）

按理说，快递员在配送快递时，应审核领取人员的身份，

比如最简单的是核对通信方式，要求对方说出自己的手机号

码，或者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签字确认后才将快递交给对

方，反之则会给冒领者以可乘之机。类似此种被冒领的现象，

在现实中并非孤例，何以别人的教训就难以成为自己的经验？

快递行业暴露出的这种问题，与粗放发展的现状密不可

分。由于准入门槛低，业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无论是内部

管理，还是外部服务，无论是权利保护，还是侵权赔偿，都缺乏

应有的规范。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欧美发达国家，物流业是社

会运转的重要服务业之一，其管理者中 92%具有学士学位，

41%具有硕士学位。在我国，具有相关物流资格的只有 1.7万

人，其中具有高级物流师职业资格的仅 292 人。可以想见的

是，正是因为整个行业管理粗放，才导致屡屡出现收费不规

范、物品丢失索赔难、先签收后验货、只管送不管赔、货物送不

到最终目的地等一系列问题。

快递行业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改革和治理，尤其要严格审

查从业资质，提高准入门槛。一方面申办快递公司应有更严

格的标准，包括软硬件都应具备规范化管理、规模化运营的条

件；另一方面，快递员也应走规范化、资格化和职业化之路。

只有行业水平实现质的提升，快递被冒领的乱象才会得到根

本遏制。1 （唐伟）

快递业亟待规范管理

地锁“圈地”还需依法“解锁”

“双11”里的转型升级密钥
面对电商的新变化、新

趋势，对于河南而言，未来5

年建设经济强省，必须随机

应变、顺势而为。

不是每个贫困娃都长着“马云脸”

□本报记者 曾昭阳 本报通讯员 冯东京

前不久，驻马店市科技局生产力促进
中心主任李辉义和几位爱心人士一起，来
到上蔡县齐海乡李炳村，看望身患重病、家
境困难的张新利一家，并送上大家捐赠的
3.34万元慰问金。

11月9日，熟悉李辉义的人告诉记者，
他热心助人可不是一天两天，几十年来一

直这样。
1990年 9月的一天，在驻马店市驿城

区白桥路中段，一辆货车将一名妇女撞倒
后逃逸。下班路过的李辉义记下肇事车牌
号，第一时间报警，并将受伤妇女及时送往
医院救治。

2010年5月26日，临颍县村民刘军伟
不慎被烧伤，到位于驻马店市的解放军
159中心医院治疗。李辉义通过媒体得知

后，立即前往探望，并把准备给妻子买电动
车的2000元钱捐给了他。

2014年 5月，李辉义到汝南县金铺镇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得知该镇村民阿友（化
名）因犯罪被判刑12年，两个年幼的孩子
分别寄养在邻居家中，家里的房子也早已
成了危房。在李辉义协调下，驻马店市科
技局和金铺镇党委共同筹资为阿友建新
房，李辉义自己拿了3000元。

2015年5月21日，驻马店市高中学生
小高骑电动车时突然昏倒，头部严重摔
伤。李辉义刚好路过看到，迅速上前对小
高进行包扎，随后又把他送到医院就诊，待
小高家人到来后，才悄然离开。

很多人问李辉义：“你这么爱管闲事
儿，图啥？”李辉义总是回答：“人都有遇到
困难的时候，能帮就帮一把。帮助别人，自
己也是快乐的。”③4

□本报记者 任国战

10月 9日上午，许昌火车站候车室里
人流熙熙攘攘。

11时 40分，随着车站广播提醒，旅客
经检票口鱼贯而入。突然，检票口外不远
处出现一阵骚动，“有人晕倒了！有人晕倒
了……”只见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倒在地
上，口鼻出血，不省人事。

就在这时，已经检过票进站的一位高
个小伙子，从人流中转身折回，翻过隔离

带，跑到倒地妇女跟前。他向周围人亮明
身份说：“我是救护师，我来试试。”说完便
俯身开始施救。两分钟后，那位妇女开始
慢慢苏醒。这时120急救车赶到，围观群
众赶紧帮忙把病人抬上车。

整个救人过程，被一位车站工作人员
拍成照片发到微信里。几天后，救人的小
伙子被更多的人知晓。

他叫李红星，是安阳县一中体育教师。
11月8日下午，记者在学校见到了李红

星。谈起在许昌救人一事，他平静地说：“这

事儿被我碰到了，我学过救护，当然得过去。”
李红星告诉记者，2008年省红十字会

给安阳几个学习急救的名额，县教体局把系
统唯一的名额给了他。经过严格培训，他拿
到了救护师证书。当时他就想，有机会一定
要多施救别人，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对于李红星的救人义举，学校老师们并
不感到奇怪。他们说，红星平时为人热情，
敢于担当。在校园，他曾成功救治过多名癫
痫学生。在闹市，他两次徒手抓住过小偷。
有次在街头，遇到一司机撞人逃逸，他追赶

上千米把肇事车拦下。安阳遭遇“7·19”特
大洪灾，他作为学校抗洪抢险突击队队长，
连续数日雨里来泥里去，一直坚持到最后。

李红星在许昌救人的事迹传回安阳，
县教体局给他颁发3000元奖金。接到钱
后，他把奖金全部捐给本校一位患白血病
的学生，说道：“他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连日来，李红星的救人事迹在安阳微
信群里传诵。一位微信好友说：检过票后又
折回来救人，体现出的不仅是长期修炼的个
人品质，更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③7

□本报记者 李铮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乔彬

11月8日，记者见到王会岑时，他正在看望患白血病的田灵
璞。“他的家人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小孩需要救助，我就过来看
看，想想办法帮帮他。”王会岑边说边用手机记录下孩子的情
况。类似这样的求助电话，王会岑几乎每周都能接上好几
个。在新野县，“好人”王会岑已经家喻户晓。

今年42岁的王会岑是南阳新野县宋张村人，做得是工程
管理工作。多年来替农民工讨薪、车祸现场救人、帮扶孤寡
老人……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需要帮助的人身边。

去年5月，在邓州湍河治理工程的施工中，王会岑发现一条
娃娃鱼，身边不少人劝他：“娃娃鱼是稀罕东西，能卖出好价钱。”
甚至有商人找上门来，出高价购买，王会岑拒绝了。他主动联系
了内乡宝天曼大鲵养殖基地，将这条野生娃娃鱼在宝天曼放生。

娃娃鱼的故事让王会岑受到了不少媒体的关注，也意外
“钓”出了一段隐藏十年的往事。

十年前，李德虎夫妇和6个孩子、1个老人被一名手持砍
刀的精神病人威胁。路过的王会岑听到呼救后第一时间上
前施救。在搏斗过程中，王会岑的右手受伤。将受到威胁的
9人救出后，他选择了默默离开，自己到医院治疗。王会岑从
没对谁说起过他刀下救人的事，直到李德虎夫妇看到媒体的
报道，这段尘封十年的往事才被人们知道。

“有人遇到困难，如果大家都袖手旁观的话，这个社会会显
得多么冷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接力
将爱心传递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王会岑说，他利
用微信和QQ建立了“中国好人帮”，已经有400人加入。③6

李红星：爱心本天成 偶然为人知 王会岑：
让更多人感受社会的温暖

李辉义：热心助人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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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石化集团改革发展整体部署，中石化
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整合重
组事项已经实施完成，为减少控股级次，理顺控股关
系。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
定程序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中石化河南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司”）。公司吸收合并河
南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待吸收合并完
成后河南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将被注销，公司将作为
经营主体对吸收的资产和业务进行管理。

一、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合并方：本公司，即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

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常兴浩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3.住所：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199号4层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6001384XP
5.注册资本：88629.95万元
6.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工程技

术研究与应用；油气藏综合研究与服务，地质设计；
油气集输管理与技术服务；井筒工程设计、施工与技
术服务；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
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服务及业务培训；井筒工程技
术研究与实验；机械设备租赁；设备、管具、机械的修
理和保养；气体矿产勘查：乙级；固体矿产勘查：乙
级；地质钻探：乙级；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经营情况：截至2016年 10月 31日，公司总资
产554826.13万元，总负债308932.79万元，2016年

半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44191.78 万 元 ，净 利
润-31221.16万元。

（二）被合并方：中石化河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袁建强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3.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北街21号1-12层

1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60021452P
5.注册资本：25000万元
6.经营范围：钻井、修井、完井、测井、测试、录井、

井下作业、资料处理、储层技术服务；井筒工程设计、
施工、技术服务；设备、管具、机械维修和保养；机械

设备租赁；对外承包上述工程服务；与上述业务相关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的除外）。

7.经营情况：截至2016年 10月 31日，河南公司
总资产 222080.47 万元，总负债 202310.18 万元，
2016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8048.30 万元，净利
润-34419.70万元。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吸收合并基准日：本次吸收合并基准日

2016年10月31日
（二）吸收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河南公司予以

注销。吸收合并后，本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和股权结
构，以及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不变。

（三）合并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

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四）各方分别履行各自法定审批程序，获得批

准后，将正式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具体实施合并程
序，各方将积极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和相关资产的权
属变更登记手续，依法定程序办理被吸收合并公司
的注销手续。

（五）合并各方债权债务的承续方案
吸收合并后，河南公司拥有或享受的所有资产、

债权、利益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债务全部转移至本公
司，本公司承续河南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因吸收
合并而解散前与相关当事人签署的合同的主体均变
更为本公司，权利义务全部由公司承续。

三、本次吸收合并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后有利于公司优化管理架构，减

少管理层级和核算层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
本。

河南公司作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
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