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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策 （1921～1946 年），
女，乳名顺玉、顺真、瑞玉，
曾用名黎燕。临颍县城关镇
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与筹备党的“七大”。

韩策天资聪颖，7 岁时到
南街女子学校读书。没钱买
书，她就用手抄课文；没钱买
文具，她就靠帮助别人做作
业巩固知识。窘迫的生活，没
有削弱她求知的欲望，反而更
激励了她发奋学习的雄心。因
此，她各科成绩优异，在小学
就读期间连跳两级。

韩策是临颍早期中共地下
党员韩光复的妹妹。韩光复每
次回家，都要给韩策讲革命道
理、人生意义，她总是听得津
津有味。在哥哥的启发下，她
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在幼小
心灵里播下了为民族争独立、
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火种。她
喜爱文学，面对黑暗腐败的政
府，常常和同学们一起谈论国
事，写文章抨击时政。1933
年，韩策考入许昌师范。

1937年10月，怀着救国救
民雄心壮志的韩策，毅然和哥
哥韩光复、五妹韩子玮一起奔
赴抗日前线。一路上，他们边
行走边宣传抗日主张。在山西
省临汾，她报考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团体决死队随
营四分校。之后，又随部队到
襄陵县少年先锋队训练团，后
到大宁、隰县、石楼、永和等
县工作。

在此期间，韩策常常不顾
连续行军的疲劳，每到一处都
要和群众谈心，组织“妇女识
字班”“妇女读书会”，宣传妇
女解放的道理。在她的启发教
育下，一批进步妇女投身革命
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韩策常说：“革命是群众

的事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
取得胜利。”

在韩策的宣传教育下，不
少群众主动为部队带路、送
信、抬担架、搞运输、救护伤
病员，使部队的生存和发展有
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8年 1月，韩策经宁有
玉 介 绍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3
月，她调到前线剧团做宣传工
作，利用战斗间隙或在行军途
中为战士们演出。

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
了“晋西事变”，妄图摧毁抗
日救国力量。这时韩策在四纵
队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当时，
部队既要对日作战，又要向阎
锡山的顽军反击。从晋西南一
直打到晋西北，有时一夜行军
100 多华里，有的男同志都走
不动了，她却顽强地坚持着。
这期间，她曾任青年团支部书
记、党小组长等职。

1940年，党组织送韩策到
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她如饥似
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
学习大众哲学。一年后，她以
优异的学习成绩结业，分配到
杨家岭筹备“七大”。后在兴
县晋绥干部文化学校当教员。

1942 年，整风运动开始，
韩策被集中在晋绥分局党校学
习。由于极“左”思潮的影
响，韩策受到审查。一些不实
之词，使韩策思想受到很大刺
激，她患了精神病。1946 年，
经过甄别证明韩策没有问题，
但她的病情日益加重。组织上
为她四处求医，但终因医治无
效于 1946年 5月 9日在山西省
交城县营耳庄牺牲，时年 25
岁。

1980年，韩策被山西省政
府追认为烈士。

市委史志研究中心宣教科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两
个小偷趁他人睡着了偷走手
机，用支付宝贷款 1000元！7
月 8日，这俩小偷均被依法行
政拘留12日、罚款1000元。

7 月 6 日上午，来漯办事
的南阳市社旗县人王女士，到
移动公司补办手机卡。工作人
员发现，王女士的手机卡在支
付宝“来分期”网络平台有一
笔1000元的贷款。

原来，三天前，王女士在
召陵区一家网吧上网时睡着

了，手机被盗。她立即报了
警。这笔贷款的办理时间，是
在王女士手机丢失之后，所幸
这笔贷款还没有被人使用。王
女士赶紧还上了这 1000 元贷
款，还支付了40元的利息。更
让她担心的是，在其他的网络
贷款平台，是否还有其他陌生
人操作的贷款。

王女士越想越害怕，赶忙
到市公安局天桥分局翟庄警务
队，向民警反映情况。

7 月 8 日上午，天桥警方

将盗窃王女士手机的嫌疑人郜
某和王某鹏抓获。两人交代，
7 月 3 日凌晨，王女士在网吧
上网时睡着了，手机就放在电
脑桌上充电。郜某踩点后，王
某鹏下手，拔掉充电器偷走手
机。随后，郜某用试密码的方
式打开手机，进而在支付宝

“来分期”平台贷款 1000 元。
由于取款需要进行人脸识别，
两人取走贷款的企图未得逞。
被警方抓获时，两人已将手机
销赃，得赃款400元。

手机丢失 遭遇被贷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实 习 生 李怡影

“在网上见过这样偷梁换
柱的黑心商家，谁知道今天碰
见了一个！”7 月 10 日晚上，
一位买桃子的市民，发现自己
挑好的桃子被卖家换成了坏桃
子，特意给邻居们提个醒。

这位市民姓张，家住黄河
路与交通北路交叉口附近一小
区。“每天晚上，我们小区门

口都会有一些流动摊贩卖水
果。”张女士告诉记者，7月10
日晚上10点左右，见一个摊点
的桃子品相不错，就打算买一
些。挑完之后递给摊主称重，
她则扫码付钱。称重后，摊主
将桃子递给了她。

“我当时留了个心眼，打
开袋子看了一眼，结果全是坏
桃子，根本不是我们挑的。”
张女士说，更令她意外的是，
摊主还不承认调了包。后来，

她在摊主称重的地方找到了她
挑的那一袋桃子，以及好几袋
装好的坏桃子。直到这时，摊
主才认了错。

张女士将这个事情发到小
区群里。有邻居说，还有摊主
趁顾客不注意，把不好的桃子
放进他们的袋子。“我想通过
这件事给大家提个醒，买东西
时不要太马虎，尤其是晚上，
谨防不良摊贩以次充好、偷梁
换柱。”张女士说。

摊贩调包计 好桃变坏桃

韩策：发动妇女投身革命

77 月月 1111 日日，，
一朵朵睡莲在市一朵朵睡莲在市
区金沙滩公园竞区金沙滩公园竞
相开放相开放，，成为一成为一
道美丽的风景道美丽的风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范子恒范子恒 摄摄

根据工作需要，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漯河市示范
性综合实践基地委托，对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市
科技馆户外显示屏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
本次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参加磋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项目名称：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市科技
馆户外显示屏项目。

二、采购需求：LED户外显示屏75.2平方米等（详细
采购需求见磋商文件）。

三、本项目采购预算：人民币110万元整。供应商最
终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为无效报价，其磋商响应无效。

四、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1.必须具备《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供应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的供应商。磋商时须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登
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3.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参加竞
争性磋商，磋商时请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原
件和复印件；如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争性磋商，磋商时请提
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4.本项目谢绝联合体参与，供应商应为
独立供应商（以上材料营业执照原件、身份证原件现场备
查，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封装在响应文件中，其余材料
原件封装在响应文件正本中，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封
装在副本中）。以上要求提供证书原件而开标时不能提
供的，可提供经公证部门公证的有效复印件或原发证机

关出具的书面证明。供应商对磋商文件要求提供的资格
证明文件缺项或不真实，将导致其磋商响应被拒绝的结
果。

五、报名及磋商文件获取信息：1.凡有意参加本项目
的供应商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www.lhjs.cn）
完成企业注册和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于2019年7月
11日8时至7月17日18时，在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
系统下载磋商文件，方可参加竞争性磋商。凡未按本公
告规定下载磋商文件的，磋商响应无效。2.企业注册和
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请参考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网下载中心的相关说明。3.技术服务电话：0395-
2961908 李耀辉 15639180566 晁阳 16650880557 李笑
天13503950431。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审，通过报
名不视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审查工作在磋商开始时进
行。

六、磋商时间（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19年7月
31日（星期三）9时。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
应文件将被拒收。磋商地点（响应文件接收地点）：漯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河市郾城区嫩江路工商联大厦
九楼）。

七：响应文件递交：1.网上递交：供应商应当在递交
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
漯河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将已加密电子响应文件
上传，并确定已加密响应文件保存上传成功。逾期未完
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响应文件，代理机构将拒收。2.
现场递交：供应商应当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将纸
质响应文件（正本一本、副本一本）、未加密电子响应文件
和已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的备份以光盘或U盘的形式，按
照磋商文件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后，递交到开标现场。3.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评审时，评标委员会
以电子响应文件为评标依据，采用电子化评审。全流程
电子化交易如因系统异常情况无法完成时，评审委员会
将以纸质响应文件为评审依据人工方式进行。4.响应文
件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7月31日9时。5.响应文件递交
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漯河市郾城区嫩江路工
商联大厦九楼）。

八、采购人：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采购人地址：漯河市西城区丹江路与五台山路交叉

口西北角
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杨先生 0395-5997006
集中采购机构：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采购机构地址：漯河市黄山路25号
采购机构联系人：胡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395-3186516
九、本磋商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漯河市

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网上发布。成交结果经评委会评定后，在河南省政府采
购网、漯河市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漯河市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上公告，供应商如有异议，可向代理机构
提出质疑。

十、公告期限：2019年7月11日至7月15日。
十一、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落实节能

环保、中小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扶持
等相关政府采购政策。

十二、监督电话：漯河市财政局 0395-3150223
十三、其他：本项目采购中心不收取标书费及任何

服务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9年7月10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
磋商编号：漯采磋商采购-2019-6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