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名称：中弘名郡城
二、项目基本情况：中弘名郡城项目位于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东侧、凤

翔路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47958平方米。中弘名郡城项目由焦作中弘卓越
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16栋商住楼，总建筑面积为146899平方米，总套数为
652套，人口约为2086人。

三、招标内容：中弘名郡城小区前期物业服务
四、服务标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按《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

务等级标准（贰级）》规定的服务内容及标准执行。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三级（含暂定三级）的物业管理资质。
六、资格审查通过的单位应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到招标单位领取《招标

文件》。
七、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时间：2017年10月13日至2017年10月18日11

时。
招标人：焦作中弘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报名地址：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1068号
邮政编码：454000 联系人：李 凯 联系电话：13353919996

焦作中弘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3日

中弘名郡城项目前期物业服务招标公告

根据我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做

出的（2016）豫 0811民初 4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将被执行

人师少防所有的位于焦作市山阳区人民路康馨小区 5号楼

2 单元 12 号房产予以拍卖，了解具体事项请登录 http://sf.
taobao.com人民法院拍卖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网。

联系电话：17739169118 沈法官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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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伟是西南石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的一名男生，也是校园里很特别的一位
同学。他是一位忠实的汉服爱好者，在
校园里践行“全日制穿汉服”，除了一
些规定着装的场合，他都会穿汉服。这
样的行为曾让一些同学不理解，但因为
对于汉服以及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坚持
了下来，并把这种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随着汉服文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同学
也理解了康伟的行为，亲切地称他“汉
服小哥哥”。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幸福一路绿灯：很多年轻人都
穿过汉服，但像康伟这样“全日制穿汉
服”的同学并不多，他的行为应该算是
传承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可谓雅俗共
赏。

@露丝独特：很多人都追求时
尚，但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道“复古”
也是一种时尚。汉服文化博大精深，需
要年轻人深入理解和发掘，“汉服小哥
哥”做的正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云盅慢步：我们不妨给他一些
鼓励。我们应该鼓励康伟同学崇尚个性
之美，但这并不意味着引导大家都去穿
汉服，而是鼓励大家追求有文化品位的
个性之美，以此丰富工作生活。

@万里箐空：大学生康伟对汉服
文化非常痴迷，我们不应该排斥这种个
性之美。穿汉服，就是展现个性之美的
表现形式，穿上汉服能使人显得温文尔
雅，具有君子风度，这与一些人穿上奇
装异服彰显个性的行为相比，更加文明
且更有品位。

@贵贵的蒲公英：怎样着装是个
人的自由，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就好。
汉服是中国的传统服装，鼓励大学生在
校园里穿汉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挺好！

@邵武古山何氏：“全日制穿汉

服”可以是个人爱好，但不要成为“文
化绑架”！

@王者微小：穿汉服不一定真正
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热爱中华传统
文化也不一定必须穿汉服。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应该少一些形式、多一些实
质，穿汉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复古风
尚”，我们更要让优秀传统文化入心、
入脑。

@江苏日月江南：在校园里践行
“全日制穿汉服”，是康伟的权利，但汉
服毕竟是一种“文化过去式”，与现代
审美观和衣服的实用性相比有极大差
异，我们不可能让汉服在社会上“全面
复活”。因此，“全日制穿汉服”作为个
人行为可以理解，也值得敬佩，但“全
民跟进”就没有必要了。

@晓平王：“汉服小哥哥”，穿自
己的汉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吧。

【下期话题】

旧楼装电梯
您有啥建议？

日前，记者从市城乡规划管理局了
解到，《焦作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
法》 公开征求意见活动于 9 月 29 日结
束，市民提出了许多建议。为进一步推
进我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市城乡
规划管理局向社区代表、电梯公司及相
关部门发出邀请，计划本周五召开座谈
会，研究、解决市民提出的问题和建
议，破解旧楼加装电梯难题，同时学习
北京、杭州等开展旧楼加装电梯工作较
好的城市的先进经验，使我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工作真正落地。对于这项工
作，您有啥建议？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汉服小哥哥”

在打赏分成这件事上，苹果公司
终于作出妥协。今年秋季发布会后，
苹果公司再次修改 AppStore 审核规
则，取消了第三方应用中个人对个人
的打赏抽成，同时规定应用开发商不
得从打赏中抽成。

苹果公司打赏新规，意思有两层：
一是将打赏看成个人对个人的馈赠，苹
果公司不抽成，各个平台也不能抽成；
二是既然打赏是个人对个人的馈赠，就
应与某个具体内容或服务无关。比如，
不能针对某篇具体文章直接附上打赏
插件，打赏应有另外界面。

不难看出，前一层意思很精准，
后一层意思仍模糊。既然大家都说打

赏不是购买，都认为苹果公司不应该
抽成，那么，规定平台也不能从中抽
成，下的是一手“反将”的好棋。

很 多 平 台 虽 然 对 30% 的 “ 苹 果
税”恨得牙痒，但自己不从打赏中抽
成的平台其实不多，很多平台都是要
抽成的，这甚至是其重要收入来源。
只许自己抽成不许别人抽成，当然说
不过去。像那些直播平台，苹果公司
依然表示要抽成，就是很合理的，一
来打赏采用的是虚拟货币，二来平台
也要从主播赏金中抽成。

有点令人费解的是，苹果公司依
然不让在某篇具体文章下面直接附上
打赏插件。要知道，谁也不会无缘无

故地打赏，只要跟具体内容有关，苹
果就理解成“应用内购买”。对此，不
知道各个平台会具体怎样应对，开发
新的打赏界面倒不是难事，问题是，
文章下面不让附打赏链接，该怎么吸
引读者打赏呢？

打赏本身具有冲动消费的性质，
操作方便是必须的，收款二维码效果
都差太多，看完文章再去专门的打赏
界面打赏，很多读者可能懒得操作。
事实上，馈赠与购买的界限是比较明
确的，购买是强制付钱，而赞赏纯属
自愿。苹果新规强调打赏必须与具体
内容或服务无关，无非是不让人好好
打赏，可谓损人不利己。

当然，苹果毕竟还是妥协了，相
比之前有人提出进行反垄断调查，有
人呼吁相关部门介入惩处，最后真正
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市场。即便像苹果
这样的大公司，也不可能不顾市场的
声音和消费者的意愿。只要市场机制
健全，竞争大门敞开，市场的问题，
市场往往能自己解决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苹果取消打赏抽
成可以看成是市场的胜利。无论苹果
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害怕损失市场份额
也好，害怕得不偿失也罢，取消打赏抽
成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只不过，
被打了一耳光的消费者，揉一揉是否就
没事了，还得接受市场的检验。

“苹果取消打赏抽成”是市场的胜利
□止 凡

【事件】距离一年一度的“双
十一”还有一个月，各大快递公司
正欲大干一场。恰在此时，快递业
忽然刮起了一股涨价风。据媒体报
道，10 月 10 日，中通快递首先宣
布调整快递价格。10 月 11 日，韵
达速递也紧跟其后，宣布“即日起
对快递价格进行调整”。

【观点】虽然快递业已基本实

现市场化，企业有自主定价权，但
在两家公司明确公布涨价幅度和范
围后，政府价格监管部门或行业组
织也可要求公开成本，让调价更具
说服力。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产品
价格，政府有责任行使价格监督，
这才是健康市场秩序，消费者的利
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新京报》

快递企业相继涨价，成本公开谁来说明？

“城市大脑”智慧城
市建设计划，正力图给城
市带来改变。

记者在 10 月 11 日开
幕的“2017 杭州·云栖
大会”上获悉，杭州等城
市打造“城市大脑”，为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可
能。
曹 一 作（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张 冬

过去五年，我们的家乡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我市中心城市建成区由95平方公
里扩大到116平方公里。郑焦铁路、桃花峪
黄河大桥、武云高速相继建成通车，太极
体育中心、职教园区一期、科技馆、图书
馆等投入使用。南水北调焦作段和引黄入
焦总干渠贯通，北山治理取得阶段性成
效，森林覆盖率达 31.2%，城市绿地率达
34.7%，人均公共绿地达11.1平方米……党
的十九大召开在即，网友们在论坛上细数
焦作成就，为家乡点赞。

打开尘封的记忆，不难理解焦作人对
于良好生态环境的渴望。焦作，这座因
煤 而 兴 的 重 工 业 城 市 ， 曾 以 “ 黑 色 印
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近年来，我市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持续修复生态，治理环境污染，实施绿化
美化提升工程，持续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

几年奋战，绿色不断扩展。网友 【林
俊龙】 在焦作论坛留言，十八大以来，党
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
论断和新要求。过去五年，我市的发展环
境、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发展方式也

由粗放增长向着质量效益型转变。近几
年，我市实施北山治理、大气污染防治，
通过“污染围城”整治、“四城联创”集中
攻坚等具体行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如今，缝山公园、龙翔矿山公园、黎明脚
步公园、白鹭湿地公园等一批集休闲、郊
游、健身、娱乐、科普为一体的矿山公
园，既为市民打造了一道南太行绿色屏
障，又提供了多处休闲、健身、娱乐的好
场所。焦作蓝天的天数越来越多，空气越
来越清新。

交通，曾经是焦作人心中的痛。这座
偏离中原城市群十字形交通干线，又有黄
河天然阻隔的城市一度颇为尴尬。然而，
过去五年，我市的交通事业得以飞速发
展，郑焦铁路、桃花峪黄河大桥、武云高
速相继建成通车，太原至焦作铁路项目开
工建设，以高铁为代表的大交通时代帷幕
已经拉开，焦作正以“加强版”的方式书
写着城市的发展轨迹。

一条高铁，家在这头，单位在那头。
郑焦铁路开通后，在我市某事业单位工作
的许女士很激动。2012年，因丈夫工作变
动，许女士举家搬到了郑州居住。由于孩
子还小，婆婆身体也不太好，许女士经常
需要两地跑，只能坐城际公交，去一趟郑
州最少要花上3个多小时。遇到天气不好没

车或者逢年过节，车上十分拥挤。搭乘飞
驰的郑焦高铁，像许女士这样的现代版

“牛郎织女”们终于告别了“天河”阻隔的
困扰。

更令人欣喜的是，2016 年 10 月 21 日，
太原至焦作铁路 （河南段） 正式开工建
设。2020年该项目建成后，将与已开通的
郑焦铁路贯通。届时，乘高铁从郑州出发
经焦作到太原只需两个小时，这条贯穿河
南省和山西省的高铁“大动脉”，犹如一条
金丝带，将焦作这颗豫北明珠，串在了新
的经济增长带上。作为国家批复的河南省
规划中的米字形铁路的组成部分，太焦铁
路能够有效实现中原城市群与太原城市群
的集群对接，对我市铁路建设新跨越具有
更加重要的意义。正如网友 【来鸿博】 在
微博上的感慨：这将是焦作交通史上的大
事，可喜可贺，感谢辛勤工作的工程师和
工人们，祝愿早日通车，祝愿焦作的明天
因此而更好。

我市每年的民生工程离群众的距离更
近。过去五年，在困难群体救助方面，我
市提高城市低保补助水平，进一步完善城
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和商业保险医疗救助
机制。在教育上，设立教育质量奖，提高
市直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高中学
校经费保障能力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高

中教育发展。在积极推进城乡就业创业方
面，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将有培
训愿望和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者全部纳入
职业培训对象范围。在社会保障上，提
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着力解决
大病患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等问题，
建立城镇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费用按比例
报销、上不封顶制度，全面落实惠民殡
葬政策。

网友【今非昔比】：养老金是退休人员
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近几年我市养老金跟
着国家的步伐一直在涨，每年都在100元以
上，各种惠民政策也一直在落实，真心为
我市的行动效率点赞，为焦作的变化点
赞，希望焦作越来越好。

网友【飞翔鸟】：我市的市容市貌有了
很大改善，真心希望我市人民能够珍惜来
之不易的成果，以环境的改善带动经济的
发展。

网友【北回归线】：南水北调配套水厂
工程府城水厂终于开工建设了，希望能够
如期完工，让焦作人民尽快喝上南水北调
的水。

喜看家乡变化 为我家乡点赞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共享单车在我市的出现，不仅方便了大
家出行，还检验了市民的素质。然而，近日
有网友爆料，在自家小区楼道内发现了共享
单车，这样的做法合适吗？

记者联系了“永安行”的单车管理员。
他说，将共享单车骑进小区的情况时有发
生。有一次，APP定位显示，有一辆单车在
某小区内，却始终没看到。“定位显示就在
身边，但是地面上找不到，估计被用户搬进
家里了。”这名管理员说。

针对这种情况，单车管理员把所寻找车

辆的车架号发给客服，通过后台数据找到这
辆单车的最后使用者，然后打电话询问。电
话接通后，对方称单车锁在自家的车库里，
他会尽快将其推出归还。

共享单车为何会骑进小区？家住丰收路
某小区的市民刘先生向记者坦言：把共享单
车停在自己家楼下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小区
比较大，省下从小区门口走到家门口的时
间，而且下次出行时，很可能单车还在，方
便自己使用。

这样的做法遭到很多网友的质疑。“为
了一点点小便利，而破坏公共秩序，损害他
人利益，这种行为不可取。那些把共享单车
骑进小区，甚至把单车藏在隐秘处的人，其

行为令人不齿，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网
友“那年花开”说。

网友“拉斐尔”说，将共享单车骑回自
己家，这样的行为属于个人侵占单车。所谓
共享，意味着人人可以参与。所以，市民请
不要将共享单车骑回自己家当私人车使用。

“永安行”的单车管理员也提醒广大市
民：投放共享单车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方
便广大市民出行，打通城市“最后一公
里”。共享单车如果都被骑进小区，会给其
他骑行者带来很大不便。因此，建议广大市
民能够合理正确使用共享单车，不要只图自
己方便而影响他人。

“共享单车”被人频频骑进小区
网友呼吁：莫将共享私有化

本报记者 付凯明

三岁聊微信，七岁会网购，越来
越多的孩子玩起了 QQ、微信、微博、
贴吧，一些低龄儿童甚至会熟练地用
网络社交工具收发信息、晒照片。

网友“念儿”的孩子才两岁半，
玩起手机来已经非常娴熟，这让该网
友觉得很不可思议，平时自己和家人
并没有教孩子玩手机游戏，但是孩子
拿起手机能自己玩一些简单的游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
认为孩子对手机的兴趣很大，对手里
的社交工具和游戏等甚至是无师自
通，觉得自家的孩子很聪明。也有的
家长担忧，孩子从小就对玩手机有如
此浓厚的兴趣，怕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如今，全民“触网”已是不可避
免的发展趋势，“触网”低龄化也是不
可回避的问题。儿童“触网”到底利
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少网友展开
了讨论。

网友“唯有此心”：儿子上幼儿园
大班时，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微信、QQ
发送语音信息。我在网上买东西时，
他在旁边看着，慢慢也学会了怎么上
淘宝买东西。他爸爸玩游戏，他也是
慢慢看会的。现在孩子上小学一年
级，空余时间比较多，在家或出门都
喜欢拿着手机或平板玩游戏。

网友“大漠孤烟”：女儿小学三年
级时已会通过网络查题了，班级出板
报的素材也会通过上网寻找。现在上
了初中的女儿基本都是使用平板在网
上查找资料，最近迷上了全民K歌，娱
乐占比大过学习。

解放军第九十一中心医院医生石
威告诉记者，国庆假期中到该院看近
视眼的孩子人数，比平常多了。检查
发现，得了近视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三
岁。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除了遗传因
素，也与当下电子产品使用过多密切
相关。儿童在三岁左右若频繁近距离
接触手机和看其他电子视频，因眼球
尚未发育完成，会导致假性近视并日
益加深，逐渐演变成真性近视。

“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对成年人来说都充满着无限的魅
力，孩子更是无法抵挡其诱惑。网络中的信息量大而杂，软件
多而乱，影像功能虽强但不利于护眼，这些对缺乏自制力、自
控力的儿童来说，更容易沉溺其中。”一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
的网友“陌上花开”说。

市政协委员刘宇表示，家长要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以身
作则，正确合理使用手机，不要错误引导或影响孩子。同时，
学校教育也要跟上形势，要抓住“00后”“10后”喜欢上网的
特点，因势利导，将网络安全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
中，提高儿童网络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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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小区停车棚内，一辆共享单车被
“占为己有”。本报记者 付凯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