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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套路贷”兴风作浪
文/山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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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QQ订稿：1169657700

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

微
信
办
理0471-69651101502492672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热线

声明·公告

寻亲公告
自述于四猴,男。50岁左

右,家庭住址及个人详细资
料不详. 该人于2018.11.20
由保合少派出所送至我站，
如有认识该救助人员的热心
市民请与呼市救助站联系。
联系电话：0471-5273244，

0471-5273265

寻亲公告
姓名不详,男。45岁左右,

家庭住址及个人详细资料不
详. 该人于2018.11.23由西
把栅派出所送至我站，如有
认识该救助人员的热心市民
请与呼市救助站联系。
联系电话：0471-5273244，

0471-5273265

内蒙古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L-NMG-CJ00001

0471-69679246281101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南街95号 质量监督电话：

0471-4608315

双12报名有惊喜！(呼和直飞线路)
呼市直飞曼谷包机8日游3380元/人起

呼市直飞普吉岛包机8日游4280元/人起

呼市直飞柬埔寨8日游2580元/人起

呼市直飞越南芽庄8日游特惠价：1580元/人起

立减
600

12月3/10/17日
买二赠一

www.imcts.com.cn

0471-69679246281101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南街95号 质量监督电话：

0471-4608315

内蒙古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L-NMG-CJ00001www.imcts.com.cn

澳大利亚新西兰海陆空12日游
澳大利亚新西兰凯恩斯12日游
捷克+德法意瑞13日游
南非花园大道10日游
南 非+迪 拜 11日 游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14日游

13999元/人起
14999元/人起
9999元/人起
13299元/人起
13399元/人起
12999元/人起

公告
我院与内蒙古城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及法人丁喜华签订的

合作办学协议现已过期作废，现按法定程序进行清理解除。合作
期间原有在校生保持原有状态不变，我院继续做好在籍在册学生
学籍管理工作，继续监督城市现代学校做好并规范学生教学管
理，就业管理，学生管理等工作，确保学生任何利益受损失，直到
学生顺利毕业离校，此公告之日起，我院与内蒙古城市现代职业
学校无任何法律关系，内蒙古城市现代职业学校及法人丁喜华不
得以我院名义从事任何办学或经营活动，由此引发的任何法律问
题均与我院无任何关系。届时，我院将全面清理相关纸质材料及
我院校名牌匾等工作。特此公告

内蒙古丰州职业学院中山学院
2018年11月30日房产销售

物业公司诚聘
监控室、停车场收费
员各一名，待遇优厚。
电话：0471-4926749

食品公司招操作员、保管
员、销售员、出纳、统计若
干名（男女不限）,待遇从优
电话：13848915576

单位招聘 卖房
五塔东小学分校旁，观澜
国际，145m2，73万急售。
电话：18414373938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公告声明

●杨伟东、张嬿将GF-2000
-0171号由呼和浩特市明
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YS
(2010)00032534（房屋代码
307258）丢失，声明原件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与内蒙古经开置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网签商品房买卖
合同原件丢失一份，合同编
号：XS（2014）00007116，房
屋代码：852484，声明作废。

●本人王树祥不慎将呼和
浩特万达广场板式公寓
1308号产权费收据丢失，
收 据 票 号 0000011 金 额
12122元，声明作废。
●李霞（身份证号1501031
96810203024）遗失塔利公
租房小区2号楼1单元204
室公租房租赁合同，合同编
号GXC20150019声明作废。

●本人于小军，不慎将购买
呼和浩特富力通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回民区富丽
华庭11#2-2903房开具的
草签合同丢失,特此声明。

●王晓刚遗失内蒙古自治区
房地产开发销售收据第二联
收据3张，收据号0083077，
金额5457.05元 (伍仟肆佰
伍拾柒元零伍分)；收据号
0083043，金额390000元(叁
拾玖万元整)；收据号0074741，
退款金额11007元(壹万壹仟
零柒元整)。收款单位：内蒙
古金隅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付款人：王晓刚，现声明作废。

●杨叶青(身份证:1526291
98101172511)李丽(身份证:
15232719831007322X)与内
蒙古小环球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的网签商品房
买卖合同原件丢失1份，合
同编号:YS(2013)00005309，
房屋代码:1045198声明作废。

●赛罕分局云照霖遗失警官
证，警号FS0363特此声明。
●李金燕（身份证号15042
5198011062265）遗失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编
号NMG0047165，证号159
21539214151695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内蒙古润阳新

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5010032910076
0J）股东会于2018年11月28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负责
人：安国清，清算组成员：安
国清、方岩。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权利人：杨瑞锋（单独所
有）将地址：赛罕区世纪东
街香榭花堤住宅小区18号楼1
层1单元103不动产权证书
遗失，房本编号：15000039
394，不动产第0006393号。登
记日期：2017-3-7声明作废。

●王晓戎遗失电力家园
D4号楼1单元1楼西户维修

基金收据，金额:2762元，收
据号:0021505，声明作废。

11月30日，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
安分局向媒体发布，该局破
获了一起“套路贷”恶势力
团伙案件，已抓获犯罪嫌疑
人吴某某等3名涉恶势力团

伙成员，另有3人在逃，现已
将其列为网上追逃人员。
（12月3日《北方新报》）

近年来，“套路贷”犯罪

成为社会聚焦热点。都属非

法，但传统概念中的高利贷

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

巫。高利贷简单粗暴公众还

能有所提防，而“套路贷”经

过巧妙伪装，精心设局，更

为残酷。一旦入套，便会不

断遭遇敲骨吸髓式的盘剥，

几千几万的实际借款额在

对方的算计中不断攀升，最

后可能欠下高达几十万上

百万的债务，令受害者难堪

重负。在媒体的报道中，由

此引发的悲剧屡见不鲜，而

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甚至

家破人亡的事例也不乏其

例。

首府这家公司就是这

般路数，打着车辆贷款的幌

子，实属“套路贷”恶势力团

伙。他们肆意对客户采取非

法手段扣车，不仅强行索要

高额违约金及债务，还私设

各种名目的额外费用。显

然，铲除“套路贷”这个毒

瘤，是保障社会稳定、维持

市场秩序、确保公民权益不

受非法侵害的必然举措。首

府公安部门对该团伙施以

雷霆之击大快人心。它的覆

灭向社会表明：决不允许

“套路贷”兴风作浪，作恶者

必受严惩！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不经意看到一则小故事，

莫名感动。

暴风雨后的海边沙滩上，

有许多被浪花卷上来的小鱼。

一个小孩不停地捡起小鱼扔

回大海。有人问：“这里有成千

上万的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孩回答。“那你为

什么还要救呢，谁在乎？”“这条

小鱼在乎！”小孩倔强地说着，

捡起一条又一条扔回大海里。

一日晚间记者出门办事，路

过一所中学，目光突然就被一束

红色的光吸引了过去。这是校门

口霓虹灯发出的光，“求真、崇善、

唯美”6个大字透过黑夜里的浓

雾，竟有种穿透肺腑之感。

在被时间拖拽、琐事磨耗

的日复一日里，人们难免脚步

匆匆、盔甲厚重。究竟是什么如

此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莫过

于真、善、美。以真心为善行，变

善念为善举，善意的涓涓细流

就会汇聚成美丽浩瀚的汪洋大

海。倘若总是将“自古真情留不

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奉为处事

原则，遇事总要在“值不值得”

中犹豫徘徊，一条条小鱼便会

错失重返大海的机会。

一个社会的气质，是我们每

个人精神气质切面的总和。前不

久一列行驶的列车上，有人提议

把体味浓重的乘客赶下车，列车

长用一桶热水洁净了乘客身体，

也荡涤了他人心灵；一位贫苦老

爷爷在大学门口卖零食被欺骗，

好心人一句“抱歉”和百元补偿

令老爷爷重拾信心；在宁波，一

份名叫“顺其自然”的大爱如期

而至温暖一座城……社会深刻

转型期，一些“丑行”“恶行”的确

暴露出了“道德的盲点”，但一桩

桩明辨人性美丑、善恶黑白的

事，让人们一次次被人格中闪耀

的光辉照亮。

每一次痛心和焦虑的背后，

恰恰说明善良并未走远。“勿以

善小而不为”既是中华民族流传

千古的道德训诫，也是照亮未来

的精神之光。善行并非高不可

攀，善念之花结出善举之果，得

益于每个集腋成裘的凡人善举，

以及坐而论道之后的起而行之。

即便有过流血又流泪的极端案

例，有过“传统美德正在变得模

糊脆弱”的喟叹，但是崇德向善

之心不会失落，爱心筑起的道德

高地不会失守。只要薪火不灭，

美德就会传承。

然而这种善意从心头传

递到手头，对于许多人来说却

并非易事。面对地铁上站着的

老人小孩，明明动了让座的念

头却最终选择视若无睹；面对

伸手的小偷，我们用沉默自保

放任恶行。一次次在键盘上赞

颂着英雄壮举，却在真正的风

险面前悄悄藏起了心中那个

本可以挺身而出的“超人”。每

个人心底都有一盏“善”的小油

灯，拨亮它，你的身边才会亮起

来、暖起来。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扬

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来

不是高高挂起的道德信条，它

需要每个人用切实行动诠释

和维护。今年是《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实施的第17年，在中

央文明办发起的“中国好人榜”

评选中，已有一万多人上榜。见

贤而思齐，期待每一次正能量

的生发对于公众而言都是一

次角色代入，在或共鸣认同或

反躬自省中将善意继续播撒。

当然，维护道德秩序，仅靠

良知是不够的。张扬美德的做法

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侵犯他人

权益应当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

重责罚，这是底线。惩恶扬善，

让“帮与不帮”“做与不做”不再

是令人举棋不定的两难选择。

当今社会，不少人总觉得

自己是小人物，成不了撬动社

会的杠杆。其实，给自己一份

勇气，也就是给自己一个机

会。与其抱怨身边缺乏真、善、

美，不如迈开步子伸出双手，

唤醒心里的小萌芽。

拨亮善念，让暖意流淌！
文/刘 敏

◎◎读者热评

出租调度
为解决旅客“打车难”问题，北京南站地区管

委会在微信公众号增设出租调度信息实时查询

功能。通过公众号，出租车司机和乘客能更好地

了解实时信息，既便于附近空驶出租车、送站出

租车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接乘客时间，也有利于减

少乘客的排队时间，提高打车效率。

这正是：服务推陈出新，信息实时查询。破解

打车难题，高效更加便民。 （据《人民日报》）

◎◎头条锐评

◎◎画外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