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河南博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分理处

批准成立日期：1991年06月01日

住所：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清化镇街道办事处葵

城路中段路东

机构编码：B0717U341080019

终止营业日期：2019年08月05日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焦作监管分局核准，以下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现予以公告。

交通温馨提示：G5512晋新高速（原郑

焦晋高速）K60+445-K106+000（平原新区

西站—焦作站）北半幅正在维修施工，部分

路段行驶缓慢，请郑州、新乡前往焦作方向

车辆合理规划线路。此路段施工将于8月底

结束。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焦作市新时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公 告

市第五人民医院义诊服务队为村民检查身体。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 8 月11 日，市第五人民医院外二
科、彩超室等科室的医护人员走进我市山阳区中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展下肢静脉曲张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检查，宣传健
康常识，指导村民正确用药。“作为一名医生，希望每一名患者
都能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外二科主任葛志江说。

下肢静脉曲张多发生于体力劳动者。据介绍，从事体劳动
的人员因长时间站立，会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一旦出现大
隐静脉汇入深静脉处的瓣膜关闭不全，静脉血液就会出现倒流
现象，日积月累后引起下肢静脉扩张、扭曲。

葛志江说，做农活的人很容易发生下肢静脉曲张，为了让
这部分人群得到更好的治疗，该院专门成立了义诊服务队，走
进田间地头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8月11日一早，葛志江、彩超室主任张涛，以及外二科护士
长张翠青、医生秦向阳等医护人员来到山阳区中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此时已有30多名村民在此等候。服务队的医护人员
分工明确，到了目的地后立即投入工作。张翠青负责为村民测
量血压，葛志江、秦向阳为村民作体检，了解病情。张涛通过超
声检查最终确定村民患病的原因。其他医护人员做好登记工
作，记录体检村民的健康情况。当天，服务队为60余名村民免
费检查了身体，其中有4位村民符合下肢静脉曲张手术条件。

葛志江说，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许多患者因经济能力差而放弃治疗。自从省慈善总会针对贫
困人群推出了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慈善援助项目后，贫困患者也
有了治疗的机会。省慈善总会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慈善援助项
目要求，患有下肢静脉曲张疾病并进行微创射频消融手术，且

个人无力承担全部自费金额的贫困患者才可以申请该项目的
救助金。患者申请获得通过后，省慈善总会将为患者发放救助
金。单腿下肢静脉曲张进行手术治疗的困难患者可获得2000
元救助金，双腿下肢静脉曲张进行手术治疗的困难患者可获得
3000元救助金。

据统计，该慈善项目实施以来，市第五人民医院义诊服务
队利用节假日已为我市9个社区服务中心300余名村民进行了
义诊。

市第五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乡村
开展下肢静脉曲张义诊活动

“三千茶农”茶生活馆汇集原产地六大茶系，是
品茶、聊天、漫阅、洽谈的理想场所！位于市和平街
与焦东路交叉口南15米路西
足力健专卖店楼上！“三千茶
农”茶生活馆以高品质、低价
位产品及专业热情的服服务，静静
候茶友莅临品鉴。

品茶电话品茶电话：：83302038330203
广告

▲

国际时讯

这是第一首诗。那第二首呢，就是我们要解
读的两句诗的全文：“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
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
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
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全诗表明了林则徐在禁烟
抗英问题上，不顾个人安危的态度，虽遭革职充
军也毫无悔意。“力微”二句是说自己能力薄弱而
责任过重，很早以来就感到精神上难于应付了，
再竭力干下去，衰老的身体和平庸的才能一定不
能胜任了。“苟利”二句大意是说假如对国家有
利，我可以把生命交付出来；难道可以有祸就逃
避，有福就迎受吗？在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受到
诽谤时，说过这样两句：“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苟利”二句是林则徐最喜爱且经常吟咏的
诗句。“谪居”二句大意是说，我这次只是遭到了
遣戍，还没有掉脑袋，这是皇上的恩泽，自己缺
乏才能，正好当一名戍卒以养拙。“戏与”二句作

者有一个自注说：“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
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一
首云：更休落魄耽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
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
山。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坡顾谓曰

‘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
笑，坡乃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我开玩笑地
给老妻讲了杨朴和苏东坡的故事，跟她说，你也
尝试作首“断送老头皮”那样的诗送我吧！这两
首诗，可以看作林则徐一生中人品人格的最深本
质和官德官品的最高升华。为了国家利益，为了
民族未来，忍辱负重，以命相许，感天动地，可
歌可泣。

第四个“不”，不谋家。林则徐幼承父教，受
益很深，成年后，对自己的孩子同样要求严格。
前面讲过，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子孙
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下

联是：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
增其过。道光廿七年 （1847年） 农历正月，林则
徐在西安的陕西巡抚衙署，将家产进行了分割和
处分。他对三个儿子说，自己为官30余年，没有
时间管理家业，所有房产只值三万两银子，每个
儿子只能分得价值一万两银子的房产，而现银则
无可分。他在《析产阄书》中嘱咐儿子：“产微息
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他还
告诫：“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
无迷厥初’之语。”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儿子记
住韩愈的话，辛劳勤俭，才挣下这份家业，不要
迷惑心智，忘记当初的艰苦，倘因破荡败业，即
非我子孙矣！林则徐三万两银子的家产在当时的
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中应当是排不上名次的，足见
其很少谋家。这种境界，即使在今天，比起那些
动辄敛财数千万甚至上亿元且卷款外逃的贪官，
仍然并永远是高风亮节的官员楷模。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
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
要讲话，再次引用“苟利”两句诗，并指出：“中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
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很有益处。”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讲，我感觉这
两句诗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担当”二字。那么
什么是担当？担当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当
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担当就是“虽千万人，吾
往矣。”担当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担当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担当就是

“谁敢立马横刀，唯我彭大将军。”担当就是“两
军相遇勇者胜，生死毁誉无所谓。”担当就是不论
遇到什么困难，不论个人的祸福安危，为了党的
事业、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必将置生死于度
外，“我以我血荐轩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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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时讯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8
月14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就 8 月
13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部
分暴徒围殴《环球时报》记者付国
豪一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围殴与

非法禁锢记者的严重暴力行径。
声明指出，中国记协对无理

阻挠记者正常采访，针对记者实
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重暴力行
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对在围殴事件中受伤的记者表示

深切慰问！对这名身陷危境仍勇
敢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记
者表达崇高敬意！

新闻工作者依法享有的人身
权和采访权决不容侵犯。涉事暴
徒对新闻工作者的野蛮殴打、非

法禁锢，是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恶
劣的暴力犯罪行为，是对新闻工
作者正当权益的漠视和侵害，是
对全球新闻界的挑战和侮辱，是
对新闻自由的严重践踏。中国记
协坚决维护新闻工作者正当的采

访权益，强力支持新闻工作者开
展正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国记
协强烈呼吁有关方面对侵害新闻
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新闻报道权益
的违法行为给予依法严惩，尽快
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禁锢记者严重暴力行径

据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8
月13日电（记者潘云召）美国
鞋业和服装鞋袜业两协会负责人
日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国
际鞋展上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
府拟对包括鞋类在内的多种中国
产品加征关税。

拉斯维加斯国际鞋展于 8
月 11 日至 14 日举行。美国鞋
业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主席马
特·普里斯特 12 日在出席国际
鞋展中国鞋类品牌推广活动开
幕式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政府拟于 9 月 1 日开始对
包括鞋类在内的多种中国产品
加征关税，我们对此表示坚决
反对。”

参加本次展会的美国服装鞋
袜业联合会会长里克·黑尔芬拜
因告诉记者，美国市场上41%的
服装、72%的鞋和84%的饰品来
自中国，他支持美中两国建立牢
固的商业贸易关系。过去数十年
来，美国与中国建立了可靠的供
应链，破坏这一关系，对两国都
没有好处。

美国两行业协会负责人
反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3日
电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 13 日在莫斯科对新闻界说，
支持莫斯科警方采取行动坚决制
止社会骚乱。

塔斯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
报道说，克里姆林宫认为权力
机关工作人员绝不应过度使用
暴力，但执法者采取行动坚决

制 止 社 会 骚 乱 的 做 法 是 正 确
的。

佩斯科夫强调，当警方因制
止骚乱而遭到司法诉讼时，应对
相关案情进行必要调查并在法庭
上予以审理。公众应当明辨按既
定程序进行的合法活动与旨在组
织煽动民众参与动乱的活动之间
的区别。

克里姆林宫
支持莫斯科警方坚决制止骚乱

新华社香港 8月 14 日电
（记者周文其）香港机场管理局
14 日表示，目前已经取得法
庭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
非法地、有意图地故意阻碍
或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
用。

香港机管局强调，任何人
不得在机场出席或参与任何在
机管局指定地方之外举行的示

威、抗议或公众活动。正在取
得有关临时禁制令的盖印副
本，并会在取得有关盖印副本
后展示该临时禁制令。

从 9 日开始，有示威者连
续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大规模
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12 日、
13日，滋扰活动严重阻碍香港
国际机场运作，导致大面积取
消航班。

香港机管局

已取得法庭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机场正常使用

据新华社上海8月14日电
（记者郑钧天）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2019 年 1~7 月份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报告显示，前 7 个月全国商品
住宅销售量稳中有降，土地成
交量价同比跌幅近30%。

数据显示，1~7 月，商品
住 宅 销 售 面 积 77756 万 平 方
米，同比下降 0.4%，降幅比
1~6月收窄0.6个百分点。商品
住宅销售额 72431 亿元，同比
增长 9.2%，增速比 1~6 月扩大
0.8个百分点。易居智库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商品房销售面

积已连续 3 个月同比下降，表
明楼市已有所降温。

数据同时显示，1~7 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2843 亿
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比
1~6月回落0.3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收窄。旭辉控股总裁林
峰表示，7 月份以来，大中房
企的买地节奏趋于放缓，在稳
地价导向下房企拿地更趋理
性。在融资环境趋紧的市场环
境下，开发商普遍采取减少

“新进城市”，以销定产、降低
库存、提高去化、加快回款的
运营策略。

前7个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量稳中有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
示，70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
施加速成网，综合运输保障能
力大幅提升。截至 2018 年年
底，我国高铁营业总里程、高
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

报告显示，2018年年底，全
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13.2万公
里，较1949年增长5倍。经过近
10 年快速建设，“四纵四横”高

铁网建成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
唯 一 高 铁 成 网 运 行 的 国 家 。
2018年年底，高铁营业总里程3
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高
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
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

公路路网四通八达，高速
公路建设成效显著。统计显
示，2018年年底，全国公路总
里程达到 485 万公里，是 1949
年的60倍。2018年年底，高速
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总里
程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高速铁路、公路里程位居世界第一

8月14日，读者在2019上海书展上参观。
当日，2019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国内500多家出版社的16万余种图书参加展销。书

展期间，阅读活动、新书签售、作家研讨、讲座等众多活动将在上海展览中心和100余个分会场同
步举行。

任 珑 摄（新华社发）

2019上海书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