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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
▲急售，长江路市委家属院 4
楼。三室两厅，双气，136m2，有
证，51万元。18737007533
▲售北海路南帝景南苑 2 楼，
96m2，地下室14m2。
13837059348
▲售道北康城花园 29 号楼 7
楼 50m2 。13937098868
▲吉房低售，帝和 B 区 3 楼，
141.7m2,，四室两厅，楼王位
置，双气精装修，拎包入住，

证满 5年，可做按揭，绝佳位
置，出行方便，非诚勿扰！
18137069761
▲售地：中州路和环保路交叉
口往东 100 米，两块别墅用
地，各 1.1亩，70年出让性质。
13651831280
▲售白云游乐园附近门面房和
住房。13598330088
▲急售商丘市睢阳大道与珠江
东路交会处西南角“合谐新天
地”小区内 15楼，148m2,三室
两厅，毛坯，一梯两户，南北
通透，户型合理，配套齐全，

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5637097128

租房
▲招租民权县农垦大楼三至五
楼，面积约1800m2。
15503870678
▲出租八一路与凯旋路交会处
东南角华坤名都小户型，约
50m2 （2011、 2012）， 精 装
修，向阳，适宜办公、居住，
价格面议。
13700706216 13837023061

▲出租凯旋商城 11号楼 117号
商铺、118号商铺门面房 2间，
面积 147.82m2。临凯旋路路西
中间位置 （苹果店），纯一层
高 6米，黄金旺铺。因合同到
期，对外出租，价格面议，无
转让费。13703708088
▲办公楼出租：南京路与凯旋
路交叉口有一整层办公楼出
租，面积 230m2，月租金 1500
元 （送 300m2 广 告 空 间）。
13781500556

转让

▲饭店急转。商丘市中心广场

某大型品牌饭店，生意兴隆，

客源稳定，旺铺，接手即营

利。因工作忙等原因急转，非

诚勿扰。15803706807

招聘
▲急招：平台附近，有一大型

水洗厂，招男接送工 4名，年

龄25岁至45岁。

15518628156
▲招工：商丘肖英酒水批发急招

28岁至 50岁酒水送货员 2名，

有工作经验者和驾证者优先录

用，待遇好。13037524361
▲商丘铭力房产汽车服务公司

高薪招聘行政总监 2名，前台

接待 6名，办公文员 10名，房

产经纪人20名，汽车销售顾问

20名，保险代理 4名，综合业

务经理 30 名 （年龄 35 岁~55
岁），年薪10万元~15万元。

13598369999
广告热线：2613296 敬告：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成交时交款及付定金前请签订有效法律合同。由此产生的广告纠纷与本报无关。13781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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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意建材市场院内格力空调专卖店
（香君路西南门进向北50米路西）

电话：0370-3398686
18603701969（微信同号）

经营范围：格力空调、格力中央空
调、新风系统、水处理全屋净化系
统、中央空调清洗保养。

商丘格力中央空调
（商丘诚信电器）

买格力价更优 中意建材找老周

长期高价回收：茅台、五粮液、郎
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大曲、古井
贡酒、口子酒、宋河、张弓等各种老酒，
2005 年以前批量库存酒，冬虫夏草等高
档礼品。

全市高价，可上门服务！
服务电话：17637019900
地址：商丘市长江路与学院路交叉口

东南角（诚信老酒馆）

回收老酒 名酒 礼品

商丘市康兴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主接单位、小区、家庭、
医院等长期保洁卫生。

电话：15518727771
13273706613

家政服务专业疏通下水道
化粪池抽污，小区、学校、医院化粪

池抽污及各种下水道疏通。
电话：0370-2020993 13837017178

小太阳幼儿园常年招生
东方办事处小太阳幼儿园常年招生。
招生电话：18338781798 13037544036
地址：长江路与九州路交叉口北200米路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
祥谦镇，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
园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水。苍
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门处矗立
着一座花岗岩石雕砌成的塑像：
一个青年工人站得笔直，泰然自
若，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
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
祥谦烈士。95年前，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最高
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
林祥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祥
谦烈士纪念堂出现在眼前。一件
件珍贵的历史照片、烈士遗物和
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者带回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
的一个贫农家庭。1906年，年仅
14岁的林祥谦进入马尾造船厂，
成为一名学徒。他聪明好学，很
快掌握了钳工的技术。1912年，
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
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务
修配厂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
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
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
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吴
佩孚军饷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在这段
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进步
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不久，他担
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干
部，并于192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
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领导铁路
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
坚决斗争。

1923年 1月，党领导下的京
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

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参加会
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
动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
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
利万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
总工会成立，并决定自 2月 4日
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 4日，京汉铁路 2万多工
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
顿时瘫痪，总工会对外发表宣
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
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
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
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
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
七惨案”。

2月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
军阀、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
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
杆上。军阀用刀砍向林祥谦，逼
他下令复工。在屠刀面前，林祥
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断然拒
绝复工，献出了年仅 31 岁的生
命。

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武告
诉记者，“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
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
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
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就算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
他也要用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
所以爷爷视死如归。”

1928年，党组织派人帮助林
祥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
士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埋在闽
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
祥谦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
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
建造陵园。1963年年初，陵园完
工并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

新华社利马4月14日电 美
国副总统彭斯14日在秘鲁首都利
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再次军事
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将应对叙利
亚及其盟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
家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美
法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
军事打击取得了“极大成功”，打
击了叙利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

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
军事打击，彭斯说，“美国确信
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
击”。他说，叙利亚巴沙尔政府
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将为此
付出“极大代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
古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化学武
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
府动武。美国东部时间 13 日

晚，特朗普宣布，已下令美军联
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
进行“精准打击”。

叙利亚外交部 14日发表声
明说，叙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英
国和法国对叙发动导弹袭击，这
一袭击再次表明美英法对国际法
的蔑视，此举将加剧世界紧张局
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叙政
府还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美英法对
叙的此次袭击。

美副总统称

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新华社郑州4月15日电 记
者从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了解
到，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的被告人刘某某强奸案近日一审
有果：经审理，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刘
某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据了解，现年 43岁的刘某
某系河南省郸城县人，1996年
11月 26日下午，刚到河南省新
密市来集镇马沟村一煤矿打工两
天的被告人刘某某，酒后行至来
集镇马沟村一乡间小路，将放学
路过此处的被害人郭某某（女，
殁年 8岁）强行抱进路边一个废
弃的窑洞内实施强奸，在此过程
中致被害人窒息死亡。后刘某某
将被害人掩埋后潜逃。

当时公安机关虽能确定郭某
某系被他人强奸并杀害，但由于
技术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查明
真凶。2013年，公安机关从被
害人体内提取的生物检材中成功
检 出 一 名 男 性 DNA， 经 过 排
查，最终查获被告人刘某某，并
于 2017年 3月 1日在新疆克拉玛
依市将在此隐姓瞒名打工的刘某
某抓获归案。

从刘某某实施犯罪到抓捕归
案历时 21年，已超过法律规定
的最高 20年的追诉期限。鉴于
该案被告人刘某某以暴力手段奸
淫幼女，且致其死亡，行为恶
劣，手段残忍，2017 年 3 月 10
日，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研究后决定，将该案报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最高人民检

察院审查后认为，被告人刘某某
强奸幼女并致其死亡的行为，虽
然已超过 20年的追诉期限，但
犯罪行为恶劣，后果严重，必须
追诉，依法做出了上述决定。

依据管辖权规定，新密市检
察院将此案移送上级检察机关提
起公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强奸致
人死亡一案，被害人系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在当地造成了极其
恶劣影响，检察机关追诉被告人
刘某某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也顺应民意，有利于社会稳
定。法院同时也考虑到，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限，且其
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遂做出上
述判决。被告人刘某某当庭表示
服判，不上诉。

河南审结一起21年前强奸杀人案

虽超过20年的追诉期限 依然被判死缓

新华社东京4月14日电 约
3万名日本民众14日在位于东京
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
近期日本政府被曝光的多项丑
闻，要求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内阁
集体辞职。

参加集会的人群挤满了国会
正门附近及周边所有道路。据集
会组织方介绍，参加集会人数大
约有 3万人。他们手举“弄清真

相”“安倍下台”等标语牌，齐
声高呼“绝不允许公器私用”

“彻底追究篡改文件责任”等口
号。

近期，日本政府连续曝出多
项丑闻，安倍内阁支持率持续下
跌。时事通讯社 13日公布的民
调结果显示，内阁支持率为
38.4%，不支持率为42.6%。

3月12日，日本财务省承认

篡改森友学园“地价门”相关审
批文件，包括删除首相夫人安倍
昭惠及多位政治家的名字。4月
2日，防卫省突然宣布找到了曾
经声称“不存在”的自卫队伊拉
克行动日志，被怀疑刻意隐瞒日
志的存在。4月13日，农林水产
大臣斋藤健证实找到了一些相关
文件，这些文件增加了安倍为好
友“以权谋私”的嫌疑。

东京3万民众集会抗议要求安倍下台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