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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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公告
依据（2018）内0104执121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

（2018）内0104执1215号执行裁定书对于申请人孙蕊、
龙浩与被执行人游银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18）内
0104执1215号执行一案，将原产权人游银芳（大产权证
号：蒙（2017）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第0021066号）坐落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河南路楠湖郦舍1号楼2单元1701室
的房屋，强制过户到权利人孙蕊（身份证号15210219910
3152423）、龙浩（身份证号152326198802245896）名下，
由于被执行人不予配合，特此声明。

声明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小鸿雁研学中心冬令营计划

1.圆梦清华探秘明清帝王家—北京研学

2.华夏故都山水之城古都----西安研学

3.海洋王国港珠澳大桥世界之窗—广州研学

4.冰雪奇缘童话世界----哈尔滨研学■

玉屏旅游

地址:北垣小学南星火巷玉屏国旅
0471-2537013海明老师 手机号1373991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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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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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mct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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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0元/人起

呼市直飞柬埔寨8日游 2380元/人起

呼市直飞越南芽庄8日游 2980元/人起

公告声明房产销售
急售

五塔东小学分校旁，观澜
国际，114m2，58万急售。
电话：18414373938

●所有权人：李建强遗失坐
落于新城区车站西街车站
小学院内铁路工程处宿舍
1-3-9房屋产权证，产权证
号：2006012210声明作废。

●李笑敏不慎将金川开发
区泓泰广场2号楼515室装
修保证金收据（金额：3000
元）及预收水电费收据（金
额500元）丢失，声明作废。

●李淑芳遗失玉泉区南茶
坊3-3-9号房产证，产权
证号S009361声明作废。

●声明：武川县浩翔酒店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号码：
05966584与发票号码：059
6657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赛罕区那日苏儿童咨询
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
05MA0NCHE25X声明作废。

●温凯与山东冠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网签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丢失
二份，合同编号为：YS
（2008）00006032，房屋代
码为：1567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内蒙古枫桦教
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代码:91150103MA0MY
HHC58) 股东于2018年12
月20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起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减资公告：内蒙古绿美育
林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012132911
53214)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亿元减少至
4800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本人贾治久自愿将我位
于盛业城市广场第4幢10
层1006号房转让给段永强，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
本人承担与内蒙古盛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关！

12月23日，在呼和浩
特火车站售票大厅，内蒙
古财经大学、内蒙古化工
学院的同学们开始购买寒
假回家火车票。（12月24日
《北方新报》）

春运大幕正在徐徐拉

开，如何让人们安全出行、

方便出行、温馨出行，业已

成为绕不过的当务之急，

对职能部门来讲则是一场

责任大考。

随着交通基础条件的

不断改善，春运服务的着

力点不单单是放在增加运

力、调度协调上，更应用专

业的眼光去发现乘客的潜

在需求，加快实现“走得动”

到“走得好”的转变。从交通

信息发布、订票买票，到进

站上车、旅途服务，再到接

车接机，春运体验的好坏，

根本在于服务是否贴心、措

施是否暖心。我们欣喜地看

到，首府多个部门想乘客之

所想，急乘客之所急，把民

生情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

微信购票、休息点设置等方

方面面，切实将春运服务做

得更扎实、更贴心。有时一

句问候、一个温馨提示、一杯

热水，都能成为万千旅客心

中的温馨回忆。所以说，从硬

件到软件，从全局到细处，春

运服务工作处处细致入微、

体贴入心，那么一个个细节

就能组成最好最优的服务。

春运要多一些“春天

的感觉”，只要始终坚持民

本取向、服务导向，用心备

战、用功迎战，把住每一道

关口，抓好每一个环节，严

格每一项制度，就一定能

让每个人都平安出行、顺

利到“站”，再远的路，也能

成为平安顺意的泰途。

“考研考点现高价存包

服务”上了微博热搜，引发考

生及网友关注。据媒体报道，

网传视频显示：12月22日，长

春市一考研考场，考生带包

到考点不让进校区，必须到

旁边存包，每人10元；考生称

不知是个人还是考点组织

的存包收费；网友质疑其合

理性：真是处处是商家，这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考生以考研准考证

上没要求不让带包来抗辩，

倒真没这个必要。众所周知，

为防止作弊，严肃考纪，确保

考试公平、公正，包包等个人

物品确实是不让带进考场

的。但是，通常考点也会设有

免费存包处，以备考生之需。

如今，在考点所在校

区外，有专人要求考生交

费存包进场，每人10元。考

生总不可能因这10元存包

费，掉头就走，撂挑子不考

了。正常的交易行为，都讲

个自愿、公平原则。可这些

考生的交费存包，却处于

被迫的状态；而收费一方，

则大有乘人之危的意味。

那么，出现10元一人高

价存包这样的奇诡景象，究

竟原因何在？从2017年12月

新华网一则题为《长春市确

定41个2018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考点》的报道中，不难找

到答案。该则报道称，12月19

日，长春市招生办提醒：“考

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纪律，入

场时主动接受金属探测仪

和身份证识别器的检查，不

准将手机、手表、包和箱等违

禁物品带入考点、考场。所有

考点不设立物品存放处，更

不允许考点工作人员有参

与或变相参与在考点周边

给考生存放物品收费的行

为……”今年的相关考务公

告，虽没明确提到是否设立

物品存放处，但想必遵从惯

例，一仍其旧。否则，以常情

推测，要是可免费存包，谁还

会花冤枉钱付费存包？

依其逻辑，免费存包

是不让的，收费存包也是

不许的，难道考生都得把

包包扔掉才能参考？

也许有考生是没注意

到这则考务通告，带了包

包；也许有考生是出于生活

习惯，带了包包。但是其实，

带包出行，本是一件十分正

常的事。倒是招办“一律不

设存包处”的规定，不接地

气，生硬刻板，只图自身考

务工作的方便，而忽视了考

生需求。也正是这不合情理

的“不设立物品存放处”规

定，催生了考研考点高价存

包“生意”的奇景。

研究生招考是相当严

肃的国家级考试，考试关

乎考生前途命运。考生应

考，心无旁骛，却要因从来

没有遇过，也不该出现的

“收费存包”这样的事心头

添堵，这实在说不过去。

长春市招办的考务组

织工作，不能只图便利自己；

而得从服务考生、便利考生

出发。既然问题已经浮出水

面，那就得赶紧亡羊补牢，对

“一律不设存包处”的不合理

考规，及时纠正，并向因此给

带来干扰、麻烦的广大考生

致歉。 （据《新京报》）

据《北方新报》报道，

通辽市民张先生居住在通

辽市经济开发区大悦新城

一期。2017年12月，开发商

交了钥匙，入住以后他和

其他业主才发现，小区的

水、电、暖、燃气等基本设

施一直没有配套落实。更

让业主担心的是，绝大部

分业主家中的墙体出现不

同程度的开裂现象。此外，

这个存在普遍质量问题的

住宅小区，竟然没有通过

工程竣工验收！

根据《建筑法》规定，

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

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交付使用。大悦新城

一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归

根到底，就是违规提前交

房所致。竣工验收这一关

键环节，本可以将房屋质

量、配套设施缺失等问题

阻挡于交房之前，迫使开

发商不得不进行相应的

整改，以达到符合建设规

范的要求。但开发商跳过

此约束性的关口，直接把

没有得到质量认证的小

区交付使用。如此一来，

开发商是省事省心了，可

业主闹心了。花费巨资，

却住着房子质量可疑、配

套设施不全的小区，本就

令人心中难平；而且，在

既成事实的情况下维权

着实不易，更容易滋生业

主的不满情绪。

开发商在未取得竣工

验收报告情况下交房的行

为不但是一种违反合同约

定的违约行为，更是一种

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

的违法行为。根据《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

定，未组织竣工验收即擅

自交付使用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可以对建设单

位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

上4%以下的罚款。对于大

悦新城一期的开发商未

经验收违规交房的行为，

主管部门应根据制度规

定予以惩戒。近年来，开

发商因怕承担逾期交房

的违约责任，未经验收强

制交房的事件时有发生，

必须要以绝不姑息的态

度向社会表明：验收关绝

非形同虚设！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

明“本土声音投稿”。

◎◎头条锐评

春运要多一些“春天的感觉”
文/徐剑锋

一律不设存包处，这条考规不接地气！

◎◎网友发言

◎◎读者热评

近期，一大拨“替父卖

酒”的营销广告在网络上刷

屏。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青

春靓丽的女大学生，名叫

“陈静”，放弃高薪或者城市

生活，回到贵州茅台镇老家

帮助父亲卖酒。但网友发

现，这些推文P图痕迹严重，

“陈静”不仅年龄混乱，连

“父亲”也由多人扮演。

贵州仁怀市委宣传部对

外通报，网上传播的“替父代

言卖酒”推文系虚假广告，仁

怀市茅台镇醉臣酒业有限公

司被市场监管局认定已造成

一定负面影响，罚款45000元。

各路“父女”们套路营

销太累了，该歇歇了。

（据《法制晚报》）

“替父卖酒”

◎◎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