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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加快推进商丘古都城建
设步伐，依据商丘古城保护规划，恢
复8000亩城湖水面，为确保城湖清
淤扩容工程及十八华里城郭修复建
设顺利进行，牵涉到的商丘古城城
郭两侧及影响城湖开挖的所有坟
墓，务必于自再次公告之日起20日
内迁移完毕。请涉及的亲属即日
起，依据商丘市人民政府商政
【2013】40号文件相关补助标准，到
古城保护建设指挥部办理迁移手
续。逾期不迁移者将按无主坟处
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 柯（平等社区）
电话：13526306565
陈金环（大同社区）
电话：13507696669
石玉萍（大同社区）
电话：15937008188
杨景玲（和平社区）
电话：13037521103
满 伟（西南门社区）
电话：15903811119

商丘古城保护建设睢阳区指挥部
2017年9月10日

迁 坟 再 次 公 告

9月 7日，东风风神 AX4在
河南省艺术中心举办了上市发布
会。作为东风风神产品 3.0时代
的开山之作，AX4 是“感知质
量”全面提升的集大成者，是一
款专为泛 90后设计的“喵将”，
目标客户是积极、拼搏的年轻新
生代。

东风风神AX4的现场亮相可
谓别出心裁。炫酷、年轻、时尚
的气息扑面而来，所有环节都融
入了当前最流行的元素。电光舞
表演以光夺人，震撼开场，炒热
会场；文字快闪，让你的眼睛根
本停不下来；猫女郎上演御萌诱
惑；还有嘻哈说唱，开启AX4的
freestyle……

正经又不失幽默的人机对话
充分调动起了现场观众的好奇

心，也让消费者真
切地感受到车不仅
是代步工具，更是
亲密伙伴。东风风
神AX4时尚的造型
设计，内饰精致细
腻，动力高效节能，
配置安全智能，非
常契合年轻客户工
作和多姿多彩生活
的全方位需求。

此外，AX4的炫不只体现在
外观上，优越动感的内饰细节同
样具有特色。犹如猫眼一般的运
动风格仪表盘，外形酷似猫爪的
空调出风口，猫科捕食形态近似
的镀铬门把手等，都从细节上体
现了“猫”设计灵感所在。AX4
还专门配备了 8色可变氛围灯，

每一种颜色都可以随驾乘者的心
情自由切换。

作为一款专为泛90后群体设
计的炫品 SUV，相信东风风神
AX4凭借其出色独特的设计，会
受到诸多泛90后群体的青睐。

晚报记者 许玉涛 宋 晨
实习生 陈 茁

东风风神AX4潮炫上市开启东风风神产品3.0时代 排列彩第17248期开奖号

排列三：849
排列五：84977

七星彩第17107期开奖号
4179011

公益体彩 乐善助人

本报讯 欠账不还，一旦被法
院纳入征信黑名单，就无法乘坐
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但也有

“老赖”心存侥幸，想到冒用别人
的身份证这个馊主意。殊不知，这
样已经构成了违法。

近日，一名男子在商丘高铁
站进站乘车时，实名制验票员发
现该男子所持身份证与其体貌特
征不太相符，但该男子坚称其所

持有的身份证是自己的，随后实
名制验票员通知高铁站执勤民警
到场处理。

经民警查询，该男子刘某
2015年因欠刘某某 11万元不还，
被刘某某告上法庭。刘某因不出
庭并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被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刘某为
逃避惩戒，冒用楚某的身份证并
用楚某的身份信息购买了 9月 6

日16时55分商丘至郑州的G1811
次火车票。

刘某最后交代其因征信被拉
黑无法乘坐高铁，遂想利用他人
的身份证件乘坐高铁。9月7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刘某
因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被郑州铁
路公安处商丘站派出所行政拘留
5日。 晚报首席记者 鲁 超

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9
月11日16时许，睢县胡堂中心
校在会议室举行了以“分享阅
读分享生命分享感动”为主题
的经典美文诵读比赛。这次比

赛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教师养成诵读的良
好习惯，提升教师审美情趣和
文艺素养，营造和谐的人文校
园氛围。 通讯员 赵剑华

本报讯 昨日上午，家住梁
园区平原街道办事处的尹可欣，
看到自己丢失的钱包和证件全部
找到，激动地握住好心人陈柏桐
的手，连声道谢，并拿出1000元
钱表示感谢，被陈柏桐拒绝。

“无论是现金，还是银行卡，咱
都不能要，拾金不昧的优良传

统，咱不能丢。”陈柏桐说。
前日傍晚，在幼儿园上班的

尹可欣骑着三轮车带孩子在团结
路与长征路交叉口附近游玩。第
二天上班，她发现自己的皮包丢
了，里面装有 6张银行卡和 2000
多元现金，以及相关证件。当日
傍晚，中原演艺总经理陈柏桐与
员工外出演艺归来，在团结路旁
发现了一个皮包。打开一看，皮
包里面装有银行卡和现金。想到
失主一定很着急，陈柏桐立即安
排员工报警备案。第二天一早，
他根据银行卡信息主动联系到了
失主。

面对失而复得的皮包，尹可
欣激动地说不出话来，里面的身
份证和 6张银行卡如果补办起来
相当麻烦。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这不是陈柏桐第一次做好事
了，由于工作性质，他经常在演
出现场捡到客户的手机、钱包等
贵重物品，每次他都积极联系失
主，还收到过失主赠送的锦旗。

身边好人凝聚社会正能量，
凡人善举引领社会新风尚。陈柏
桐就是我们的“身边好人”，他
拾金不昧的行为彰显出商丘诚信
友善的社会氛围。

晚报记者 杨旭华

本报讯 昨日上午，睢阳区
李口镇李辛庄村曹庄的一个农
家小院里非常热闹。爱心人士来
到这里，给今年考入高校即将开
学的寒门骄子谷梦磊送来了
3000元的助学金及行李箱等，解
了他的燃眉之急。

谷梦磊是个苦孩子，他 3岁
时父亲去世，母亲后来离家出
走，是奶奶把他拉扯长大成人。
苦难中成长的谷梦磊从不向命
运低头，而是迎难而上，发奋读
书，在今年的高考中，他被河南
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
业录取。

了解到谷梦磊家的困境后，
商丘市义工联名誉会长、亚东医
院院长孙亚东先生及医院领导
班子来到谷梦磊家中看望慰问，
并送来了 3000元的助学金及高
档行李箱一个。孙亚东寄语谷梦
磊，进入高校后刻苦学习，学成
后报效社会，回报家乡。

马上就要开学了，看到这么
多热心人士来帮助自己，谷梦磊
和奶奶很激动。他激动地说，没
有社会的关爱，就没有自己的今
天，是大家的关怀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助他走入高校，进一步深
造。 晚报记者 吴海良资深“平板控”

昨日，记者在日月湖景区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熟练地玩着iPad，引来旁边年轻人前来围观。这位老太
太说，iPad已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看新闻、玩游戏、监控自己的健康是她每天必做
的事情。这样的老年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晚报记者 贾晶晶 摄

“老赖”想坐高铁 冒用他人身份证被拘5日

“拾金不昧的优良传统 咱不能丢”
商丘好人商丘好人
Shangqiu Good PersonShangqiu Good Person

为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增
强学生识别伪劣食品能力，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近日，

睢县蓼堤镇罗阳小学邀请相关
人员举行了学生食品卫生安全
知识讲座。 通讯员 张拾凤

寒门骄子开学前一天
爱心人士送来助学金

近日，睢县蓼堤镇罗阳小
学召开学校安全工作会议，要
求时刻紧绷安全弦，牢固树立
安全意识；强化宣传力度，让
安全深入心中；认真落实防范

措施，切实采取可行办法，杜
绝安全事故发生；明确责任分
工，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实
行责任追究制。

通讯员 王林英 吴素娥

■短消息

本报讯“登录数字迎新系
统，完成网上缴费就算是报名成
功了，还能在线上选房，整个过
程只需要 5分钟，真的方便又快
捷。”近日，来自内蒙古的商丘师
院 2017级新生郭嘉仪到校报到
有了新体验。和郭嘉仪同学一
样，感受到数字迎新系统人性
化、便捷化的不少新生纷纷表
示，学校的迎新报到“这体验有
点爽”。

据了解，以往商丘师院新生
入学流程繁琐，整个过程需要一
天时间，新生体验既差，校方也
深感头疼。如今该校打破队伍
长、等候久、效率低的现场模式，
采用最新数字迎新系统，引导学

生在互联网完成整套报名程序。
新生在报名之前，就可以在线上
完成报名，只需 5分钟，即可拎
包入住。

据了解，在该校数字迎新系
统主页面上，学生可在线完成查
询录取信息、申请绿色通道、自
主缴纳学费、选床位、了解同班
同学等多项操作，还可直接查看
院部介绍、校园地图、报到流程
等详细信息。

“学校的迎新系统很前卫，
就算一个人去学校报名，爸妈也
不用担心了。”2017级经济管理
学院的宋龙鸽同学笑着说。

晚报记者 刁志远
通讯员 陈贝贝 毛 雪

大学新生报到只需5分钟
爸妈再也不用担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