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兰山公安分局禁

毒大队在临沂市科技馆开展

禁毒科普教育活动，以“珍爱

生命 远离毒品”为主题，针

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

力弱等特点，介绍什么是毒

品及毒品种类，发放宣传资

料并普及如何预防、拒绝毒

品诱惑的知识及法律法规，

引导青少年提高对毒品危害

的认识，筑牢绿色无毒的思

想防线。同时将民警创作的

禁毒微电影《青柠》在科技馆

3D影院循环播放。

(王芳)

兰山公安分局禁毒大队

开展禁毒科普教育活动

诸城：禁毒宣传进景区
为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丰

富禁毒宣传形式，诸城市禁毒办
组织民警来到著名的文化旅游景
区超然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民
警向来往游客发放禁毒宣传彩
页，讲解毒品相关知识和法律政
策，通过介绍毒品仿真模型让群
众更形象地认识毒品的种类和危
害，有力提升了群众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 王红萍

诸城：禁毒宣传进社区
近日，诸城市禁毒办民警深

入红星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民警充分利用社区人口流量大、
相对集中的特点，通过发放宣传
彩页、现场宣讲、展示毒品仿真模
型等方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
向其讲解禁毒知识、毒品的种类，
尤其是新型毒品的危害，倡导健
康无毒的绿色生活方式。王红萍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定于2022年
1 0月 1 4日 1 0：0 0至
2022年10月14日14：
00止(如发生自动延
时的，截止时间以延
长后的结束时间为
准)在京东网资产竞
价 网 络 平 台 ( 网 址
http://zichan.jd.com)
对山东万通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华轮实业有限公司2
户不良债权进行公开
挂牌竞价，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二、交易条件：要求竞买人信誉良好，有付款能力且交
易资金来源合法，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竞价手续的办理：有意参与竞价者请于公告到期前进
行联系，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并交纳竞价保证金人民币
1240万元到指定账户，并通过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

http://zichan.jd.com)提出受让登记申请。竞价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特别提示：该债权资产至少须一人报名并缴纳相应竞买

保证金后方可进入竞价程序。若只有一人报名且出价的，本债
权资产将在补登7个工作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最终成交。

五、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0月13日17:00
止。对本次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告到期日前提出。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我公司有权自行撤销
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先生、朱女士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89号
联系电话：0531-86059725 0531-8605978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9日

一、竞价标的基本情况 公告资产清单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
本金、利息、其他债权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
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
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出质人。

4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
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
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基准日：2022年8月20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地区 本金 利息 其他债权 担保人

1
山东万通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 40,000,000 . 00 8,639,262 . 55 251,067 . 00
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龙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
山东华轮实业有

限公司
东营 20,000,000 . 00 1,271,925 . 73 0 . 00 山东金山汽配有限公司

合计 60,000,000 . 00 9,911,188 . 28 251,067 . 00

倒查主体责任，让接待未成年人的旅馆“瞪大眼睛”
□评论员 朱文龙

近日，公安部通报10起涉旅馆经营者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规定典型案
事例。今年以来，公安部治安局部署各地
治安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大力推进旅馆接
待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规定落实，在实
际办案中“一案双查”倒查涉案主体责任，
全力防范旅馆发生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五必须”是公安部为预防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而采取的一项有力举措。今年已
经是公安部组织开展“五必须”专项整治
工作的第二年。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
容易受到诱骗，特别是在醉酒或遭人胁迫
的状态下，到酒店、旅馆等住宿经营场所
开房，很有可能遭受不法侵害。根据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围绕住宿登记、
入住询问、可疑报告等重点环节，要求旅
馆经营者在接待未成年人时，必须查验未
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监护人联系方式、
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等“五

必须”要求。
公安部此次公布的10起典型案例中，

就有多起案例涉及不法人员带未成年人
在酒店、旅馆开房，图谋实施性侵等违法
犯罪行为。从这点说，要求旅馆经营者落
实“五必须”，相当于在未成年人入住酒
店、旅馆时，为其把好开房的“第一关”，能
够及时有效预防相关案件发生，遏制性侵
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活动。

事实上，“五必须”在预防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方面效果是突出的。数据显
示，仅今年7月以来，各地治安部门就检查
旅馆184 . 6万家次，预防在旅馆发生侵害未
成年人案849起。

虽然“五必须”渐渐成为行业共识，但
也要看到，仍有一些酒店、旅馆从业人员
心存侥幸，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未能严格落实“五必须”，客观上沦为
不法分子侵害未成年人的幕后“帮凶”。

公布的10起典型案例中，就有这样一
个案例，8名未成年女孩在一家旅馆开房

入住，其中7名女孩殴打另一名女孩吉某，
旅馆工作人员既未逐人实名登记，也未询
问报备监护人联系方式及同住人员身份
关系，听到房间内吵闹声，也未及时采取
有效保护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最终致
吉某轻微伤。

针对这一情况，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中，公安部提出在侦办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时“一案双查”，对发生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等严重后果的旅馆，一律倒查“五必
须”要求落实情况并给出惩处，倒逼旅馆
经营者“瞪大眼睛”。

倒查涉案主体责任，不但为未成年人
的住宿安全撑起“平安伞”，更震慑了那些
不负责任的酒店、旅馆经营者，有利于堵
塞问题漏洞。这也是一堂法治公开课，有
助于推动广大酒店、旅馆从业人员自觉担
负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不法分子的荼毒，为他们竖立起一道
牢固的安全屏障，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安
全，健康成长。

□谢晓刚

近日，“教资热”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年来，
我国专任教师总量从2012年的1462 . 9万人
增长到2021年的1844 . 4万人，增幅达到
26%。同时，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也由最
初的17 . 2万人次跃升至了2021年的1144 . 2
万人次，报考人数实现10年增66倍，其中
800万报名者是非师范生。

对于“教资热”，有人说并不等于“教
师热”，有人认为“热”的直接原因是高校
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还有人认为“教资
热”折射出当下毕业生“技多不压身”“证
书多了路好走”思维等等。

诚然，在就业竞争之下，在国内多个

一线城市，中小学教师的入职门槛已在无
形中被不断提高，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
竞相拥入中小学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持证
就意味着多了一条出路，技多不压身，“拿
两证”（取得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成了不
少综合性大学毕业生的标配，也让更多非
师范专业的人纷纷走进“教资”报考的洪
流之中。“教资热”持续升温，不排除部分
热度是“虚火”而非“真爱”，即使是一种就
业“保底策略”，至少背后折射出教师职业
越来越有魅力。

从大环境来看，提高教师待遇是近年
来的高频词，教育部去年底公布的《教师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教师的薪资待遇不断提
高，在编制上也予以优先保障，教师职业
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大。

国运兴衰，系于人才，源于教育。特别
是面对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优秀教
师短缺、人才流失、地区和行业之间教师
收入差距等现象仍然存在的客观现实，需
要国家、社会不断提升对教师劳动价值的
认可，这种认可不仅要让教师成为一份体
面的职业，更要让教师拥有一份体面的收
入，而这也是尊师重教的应有之义。

随着国家越来越尊师重教，定能够吸
引和鼓励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
教，“教资热”转化为“教师热”还会远吗？
期待“教资热”一直热。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近日，一则“爸爸带厌学男孩工地
搬钢筋”的视频引发关注，上四年级的
9岁男孩在工地干了一天半，最后实在
受不了，说想通了回去一定好好上学。
家有同款厌学娃的中年父母，隔着屏
幕都能感受到家长的用心良苦。

翻阅报道，有类似做法的家长不
少，他们希望通过“吃苦”教育，让“身
在福中不知福”的孩子幡然醒悟，珍惜
读书机会。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引导。当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言传行不通时，
身教不失为一种补充。不过，“体劳”式
教育真的有效吗？“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就是治疗厌学情绪的灵药？

“送儿子去北大”的鸡蛋灌饼店
主，彭爸爸的一番话，或许值得每一
位父母反思，“将孩子培养成为一个
正直善良的人，比聪明、成绩好的人
更重要。”仔细分析厌学的原因，接受
孩子的情绪，理解孩子的感受，有的放
矢地找到兴趣点，建立起自强不息的
内驱力和正直善良的灵魂，才是真正
的教育。与其挖空心思给孩子“找苦
吃”，不如花心思帮他们找寻真正的兴
趣和爱好。 （如歌）

日前，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海南
省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明
确提出，到2030年海南省男女平等和
妇女发展综合水平要取得实质性进
展。规划还提出，要保障妇女获得公平
的劳动报酬，同时倡导和支持男女共
担家务。上述规划一经发布，“海南倡
导支持男女共担家务”的词条便冲上
了热搜，也引发了公众不同的观点表
达，各种观点可谓相映成趣。

必须明确一点，家务并不天然就
带有“女人属性”，非得女性从事。有人
就说，家务既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
人，属于“看不下去”的人。但实际生活
中，男性因为挣得更多，对家庭经济贡
献更大，所以在家务分配时获得了一
定程度的豁免权。但其实，这种豁免或
者优待，你可以理解为家庭中女主人
对男主人的体贴与心疼。

社会发展到今天，专业分工越发
精细，女性同样可以“主外”，其投身生
产部门所能获得的收益，并不一定就
会比男人差。其实，男女共担家务只是
一种“小平衡”。比起做家务来，冲关难
度更大的育儿更需要男女通力合作，
心气齐、行动一。如何育娃，特别是如
何辅导小孩做作业，难度指数高得不
是一星半点。男女不仅共担家务，更共
担育儿重任，这才是一种“大平衡”。

（胡一刀）

郑开旅游年票的优惠力度不妨再大一些，真正摆脱“门票经济”依赖，在第二批年票景区中，多
纳入一些地标性的、有分量的景区，为城市间协同促进旅游业发展蹚出一条更宽广的路子来。 带厌学娃工地搬钢筋

找苦吃不如找真正爱好

相比做家务

男女更该共担育娃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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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年票促旅游，诚意可以再多些
□评论员 张泰来

郑州、开封两地联手，为旅游爱好者奉
上了“大礼包”。10月8日，郑开旅游年票启
动发行。该年票每张价格100元，首批纳入
郑州及开封的旅游景区60家。河南户籍居
民，在河南就读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在河南
居住、工作一年以上的非河南户籍人员均
可购买，持有年票者在有效期内，可以不限
次数到60家年票旅游景区参观游览。

为满足市民出游需求，不少城市推出
过旅游年票。不同的是，此次郑州、开封两
地联合推出的郑开旅游年票，一张年票游
览两地多处景点，力度不可谓不大。这不
仅是给两地旅游爱好者的利好，而且对促
进郑州、开封同城化发展，提振两地旅游
市场都大有裨益，值得称道。

奇怪的是，这样一项便利市民、活跃
市场的举措似乎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响应。
在相关新闻评论区，不少人甚至直言“年
票很好，但我不会买”，似乎不太领情。何
以如此？答案或是此次郑开旅游年票“诚
意不足”，这至少有两个表现。

其一，首批纳入年票的60家景区，虽
然看似数量不少，但其中不乏原本就免费
的博物馆、纪念馆等景区，这些被网友们
戏称为“假景点”，颇有充数之嫌。

其二、诸如郑州的少林寺、开封的清
明上河园等具有地标性质的景区未纳入
年票范围。现代人旅游流行打卡，到达一
地自然要去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景区。少了
地标性的景区，也让郑开旅游年票的含金
量大打折扣。

郑开旅游年票诚意不足，说到底还是当

地未能真正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反正
是旅游年票，做的“赔本买卖”，当然不能把
地标性的、不愁客流量的景区纳入，还要留
着它们赚门票收入呢。从网友反映看，这样
做固然能够保证一定的门票收入，但也大大
降低了郑开旅游年票的号召力、吸引力，削
弱了其对旅游市场的刺激、提振作用。

疫情冲击之下，文旅行业形势严峻，
生存艰难。但越是形势严峻，越要积极应
对市场变化，创新求变，通过创新模式，为
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满足游客的
旅游需求，进而引来客流，赢得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开旅游年票的优惠
力度不妨再大一些，真正摆脱“门票经济”依
赖，在第二批年票景区中，多纳入一些地标
性的、有分量的景区，为城市间协同促进旅
游业发展蹚出一条更宽广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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