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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邢台医专成人专升本、专科招生
为满足医务工作者继续学习深造、提

高业务水平的要求，2015 年邢台医专面向
社会招收成人本、专科学生，是邢台唯一可
招收成人专科以上医学专业学生的合法单
位。 具体情况如下：

一、学历层次
邢台医专与河北医科大学联办成人本

科，设临床医学、护理专业（护理专业网上
学习）。 成人专科，设临床医学、护理、中西
医、药学四个专业。 学制 3 年，学习形式为
业余。

二、入学条件
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合格后入学。
三、毕业待遇

本科学业考试合格后颁发河北医科大
学毕业证； 专科学业考试合格后颁发邢台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证。 毕业证教育部
上网注册，全国承认学历。

四、学费及学习方式
学费每生每年 1100 元，入学后利用周

末业余时间学习。
五、报名方式及地点
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邢台医专北校

区成教处（行政楼一层 124 室和 122 室）报
名或网上报名。 火车站、汽车站乘 4、19 路
公共汽车邢台医专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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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邮政公司邢台市分公司、各快递企业：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

公文寄递管理的通知》（国邮发〔2015〕1 号）文件精神，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公
文寄递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国家机关公文寄递工作的重要性
国家机关公文是指国家机关在公务活动中， 按照特定的

体式、经过一定的处理程序形成，用以联系事务、指导工作、处
理问题的书面材料，是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处理公务活动
的重要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快递企业不
得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 不得寄递国家机关
公文”，第七十二条规定“邮政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
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或者寄递国家机关公文的，
由邮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快递企业，还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依照上述规定， 国家机关公文寄递是邮政企业的法定职
责，邮政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否则
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是法律划定的“红线”。 邮政企业和各
快递企业应充分认识遵守关于国家机关公文寄递管理的相关
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

二、国家机关公文的认定
文件材料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公文，可以从主体、内容、形

式等多方面综合判断。 主体方面，国家机关公文的制作主体包
括各级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
政协机关、审批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内容方面，
国家机关公文仅限国家机关基于联系事务、指导工作、处理问
题等公务活动而制作的书面材料；形式方面，国家机关公文一
般具有特定的文体与格式，并加盖国家机关公章。 国家机关公
文的复印件，在寄递管理上与原件具有同等地位。

三、邮政企业应依法规范国家机关公文寄递工作
邮政企业应切实履行寄递国家机关公文的法定职责，提

高服务能力，确保国家机关公文寄递安全。 一是加强寄递服务

质量建设，不断健全国家机关公文寄递服务规范，优化作业流
程，确保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二是强化安全管理，确保国家机
关公文寄递安全畅通。 三是邮政企业对于涉密国家机关公文，
要严格按照国家保密有关规定妥善寄递。 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遇有重大服务阻断，要第一时间向邢台市邮政管理局报告。

四、各快递企业应增强法律意识，加强培训和宣传
依据法律规定， 邮政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寄递

国家机关公文，这是法律规定的“红线”，各快递企业务必要加
强法制意识、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应将相关内容纳入新员工
入职培训和在岗员工的日常培训提纲中，提高员工守法意识；
同时，通过在营业窗口张贴、企业网站告知、业务员主动提醒、
快递运单服务协议中以醒目方式载明等方式予以提示， 宣传
引导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法通过邮政企业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应明确各自职责和业务范围， 依法
经营。 我局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寄递国家机关公文的行
为进行依法查处，以保障正常的寄递秩序。

邢台市邮政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公文寄递工作的通知

邢邮管〔2015〕4号

复旦的录取确认书是个什么“东东”？
一般同学是没有这种 “惊心动

魄”的待遇的。
重庆的高考生阳阳今年考了

671 分的好成绩，然后复旦大学提前
找到阳阳和她签订了录取确认书。
本以为百分百会被复旦大学录取的
阳阳， 结果却意外被另外一所大学
录取。 没有考上心仪大学的阳阳以
及阳阳一家人自然很郁闷。

这里我们想问下， 录取确认书
是个什么东东？

简单说， 这是各省市的高考状
元或者是前几名才有的特殊待遇。
包括复旦在内的名牌大学在每年高

考分数出来之后， 都会派遣招生人
员到各省市去“招揽和游说”人才。
这里的“人才”特指高考学霸们，尤
其是各省市的状元们。 清华、北大录
取之前的撕逼大战我们还记得，这
么热烈“撕逼”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
把更多的高考状元纳入麾下。

而和学霸们签订 “录取确认
书”，无疑又是名牌高校们“撕逼”的
重要砝码。 你报考我校，我们将如何
如何……重庆的阳阳， 也只是在这
类各种美好的承诺之下， 发生的意
外翻车事故。 因为被复旦录取这是
最基本的承诺，发生“漏录”现象，你

可以解释成是录取系统原因， 但对
单独的高考生阳阳来说， 却是人生
的一场大大的意外。 她的人生轨迹，
也可能就此发生改变。

复旦大学回应说， 将调查这次
“漏录”事件。 我们不知道复旦调查
清楚后， 将会给阳阳一个怎么样的
答复。是破格将阳阳录取？还是赔钱
了事？ 而我们更愿意相信，复旦之所
以回应说去调查这件事， 它真实的
担心是怕这件事会影响它明年、甚
至 N 年之后的招生。学霸们一打听，
然后得出结论说：“啊， 复旦大学的
录取确认书也不保险， 大家还是去

报考别的名校吧！ ”我相信，这是复
旦最不愿意看到的后遗症。

老实说，“录取确认书” 是学霸
们独享的待遇；同时，也是复旦、北
大、清华这些名校们独有的“权力”。
一般成绩的学生们是享受不到 “录
取确认书”这个待遇的，一般的院校
也是没有发放 “录取确认书” 资本
的。 独占了教育资源两个审美极端
的两个方向段， 就这么赤裸裸地对
着一大群中间成绩的学生和一般实
力的院校玩特权， 无视无数羡慕嫉
妒恨的眼光投射过来。

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在“录取

确认书” 这种锋芒毕露的挑衅面前，
显得很疲弱，一种无力感会从心底升
起。因为它让大家明白，只有成绩好，
才能享有“特权”。 在学霸面前，在名
牌大学面前，很多事情，只能仰望。

而复旦大学的这件事情， 只是
一个玩球的杂技高手， 偶尔的脱手
罢了。

透支 6毛欠银行近万元
合理不合理

上大学时用信用卡透支 6 毛钱忘了还，6
年后要连本带利归还 9267.2 元， 还被列入征
信黑名单。近日，当事人虞某不服，诉至常州市
天宁区法院。虞某查询得知：由于一时疏忽，截
至 2015 年 4 月 1 日， 自己竟然已经欠下银行
9267.26 元的债务， 具体包括： 消费透支 0.6
元，逾期利息 1561.72 元，滞纳金 7547.94 元，
超限费 7.03 元，年费 150 元。

此例中，虞某消费透支不过 0.6 元，拖欠
未还也不足六年，竟然需要偿还 9000 多元，估
计许多人会大呼看不懂。 但是据发卡银行解
释，他们完全是照章办事，没有任何冤枉虞某
的地方。这就让人怀疑，银行所照之章，真的合
法合理吗？

首先，滞纳金七千五百多元难谓合法。 因
为，在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存在的是平等主体
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管
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而滞纳金在性
质上属于行政罚款的一种，是行政主体对不及
时缴纳相关款项的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在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倾向于认为，吃皇粮的国
有单位有权代表国家对不遵守国家规矩的人
进行惩罚，因而在银行信贷、水、电、煤气消费
等领域，均有国有主体可以对不按时缴纳相关
费用的人员处滞纳金的规定。 但是，在市场经
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若还认为平等的

民事主体的一方有权对
另一方科处罚款， 就不
合时宜了。 换言之，银行
无权对借款人科处滞纳
金！

其次， 如果根据双
方的合同约定， 认为此
滞纳金实质上属于违约
金，则其金额也过高。 因
为根据合同法及司法解
释的规定， 当事人约定
的违约金过高的， 违约
方可以请求法院裁判将
违约金调整至对方实际
损失数额的 30%以下 。
显然，0.6 元的违约拖欠
金额， 其违约金依法不

应超过 1 元！
再次， 逾期利息一千五百多元难谓合法。

因为，如果仅仅是拖欠未还的 0.6 元，不可能
产生上千元的利息，说明银行是按虞某当初借
钱的全部金额，即，包括已经归还的金额，来计
算逾期利息的。显然，已经按期归还的金额，于
情于理，都不应产生任何所谓逾期利息，银行
这种对借款人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在合同法
上属于无效条款，不能据此条款来计算逾期利
息。

最后，年费、超限费亦难谓合理。 因为，根
据常情常理，借款人不可能故意拖欠 0.6 元而
数年拒不归还，必然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忘记了
卡的存在， 或者认为数额太小不归还也不要
紧。对此，公平合理的做法，是推定持卡人已经
废弃了该信用卡，从而，银行可单方面停止该
卡的透支功能，并对持卡人计收一至两年的年
费以及透支额 0.6 元的相应利息。 至于所谓超
限费，在对透支金额既计收了违约金，又计收
了逾期利息的情况下，还重复征收，也没什么
合理性可言。

从诚实信用、 公平合理的民法原则出发，
银行对于信用卡小额透支未还案例，应当有更
多的人性化措施，而不宜利用不合时宜的格式
条款“借机敛财”。

我们前所未有地遭遇了一代坏老人吗？
一条新闻说， 哈尔滨的大妈跳广场舞把

房价都跳下跌了，一套房子降价 12 万都卖不
出去。 这应该算是中国大妈的一个最新劣迹
吧。

有广场舞，房卖不出去，都是事实，但同
时存在的事实，未必就有因果关系。 房子卖不
出去，可能性太多了。 房市不火，房价普遍下
行，二手房交易不旺，这处房子暂时没有人有
兴趣，都可能导致房子难卖。 广场舞当然也可
能是一个原因，但未经可靠的分析，就认定广
场舞跳低了房价，没多少说服力。

广场舞不是现在才有，房价涨时，没听说
广场舞影响。 广场舞也不是哪个小区才有，今
天中国没有广场舞的小区怕是很少， 别的小
区是否有跳低房价的？ 我住过两个小区，一个
老旧、小型、在中心区，一个新建、大型、较偏
远，都有广场舞，没听说影响房价。

“小区广场舞跳跌了房价”， 作为个案是
否属实，需要确切判断。 但这个新闻得到肯定
性的传播，则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人们倾向
于认为大妈的广场舞确实问题严重。 而大妈
的广场舞问题严重， 到底是指广场舞问题严
重，还是指大妈问题严重呢？ 我想，很可能是
因为“大妈”，而不是因为“广场舞”。

清理一下，现在大妈有些什么“劣迹”？ 几
乎大妈做什么， 都会变成媒体中的坏事或者

蠢事。 大妈买金子 ，大妈跳广场舞 ，大妈挤
公交 ，大妈受骗汇钱拦不住 ，如此等等 。大
妈简直就不能动了 ，一动就是毛病 ，大妈
只有呆坐在家里才好 ， 我估计那样一来，
大妈还是有毛病，“只会坐着发呆， 一点活气
都没有”。

每个家庭里都有大伯大妈， 每个人都有
父母和爷爷奶奶，自古如此。 但上辈人受到普
遍的指责、取笑，而不是尊敬，大概是自古未
有的。 还有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
变老了。 而我不免困惑，是这个时代突然遭遇
了亘古所无的一代不值得尊敬的坏老人，还
是这个时代的老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一代不
敬老的年轻人呢？

一代代人在老去， 一代代年轻人在长起
来。 过去的时代青年多受指责，毛病多，担不
起责任；现在的时代是老年人多受指责了，毛
病多，不值得尊敬。 其实，这只是因为过去的
社会文化苛责青年， 而现在的社会文化变成
厌弃老人了。 科技、产业、知识更新加快了，网
络时代人们尤其容易落伍， 而青年明显有更
大的话语权。 文化权力从老年转到青年手中，
这是从未有过的，于是，就出现了从未有过的
一代“坏老人”、一代“蠢大妈”。

拥有文化权力的人指责文化上的失权
者、无权者，这才是大妈们动辄得咎的真相。

声明
王新不慎将记者证

丢 失 ， 证 号
G13000700000103， 声明
作废。

声明
贾轩不慎将存放于

邢台市人才市场的人事
合同书丢失 ， 编号为：
20120563，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冯永秀名下机动车冀

EA2086，车辆型号 SC7081，车辆
识 别 代 号
LS5G3CAF33B098764， 发动机
号 383D57473。 此车为黄标
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王峰名下机动车冀EHD167，

车辆型号LZW1020PSLNE3，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ZWCBAGA486070117， 发动
机号 811184916。 此车为黄标
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
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
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
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
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风楼清 ■刘洪波
■周铭川媒体选读

张灯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