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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举行“红旗渠·双拥卡”首发仪式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李俊珂 通讯员 王志立
8 月 16 日上午，林州“ 红
旗渠·双拥卡”首发仪式在林州
市政府隆重举行。中原银行总
行行长王炯、行长助理姚红波，
林州市委书记王宝玉，市委副
书记、市长孙建铎，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罗振方，市政协副
主席、财政局局长李茂生，中原
银行总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林州市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
局、金融办、财政局等 10 余家
局委负责人共同出席了仪式。

王宝玉在讲话中对中原银
行在林州双拥领域的努力付出
表示感谢，他指出，
“红旗渠·双
拥卡”的发行创新了双拥工作
的新模式，亦是林州优良双拥
传统与中原银行专业优势的完
美结合，中原银行以专业的管
理、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为
林州市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
献，为金融机构树立了标杆典
范。
姚红波对双拥卡专属功
能、专属理财产品、普惠金融服
务站合作等进行了简要介绍。

他表示，
“红旗渠·双拥卡”
的发
布是中原银行响应国家号召，
密切军民关系的重要举措，也
是践行双拥使命、履行社会责
任的重要体现。
仪式上，
王炯和王宝玉分别
向林州市人武部、
退役军人事务
局赠送了
“红旗渠·双拥卡”
特色
纪念卡；
中原银行安阳分行行长
聂国庆向退役军人、
军烈属代表
发放了双拥卡；
中原银行林州支
行行长王志东与林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局长范永清签署了拥
军优抚合作协议。

安阳市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
共商公共法律服务大计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见习记者
李俊珂 通讯员 任小方 蒋运灿
8 月 14 日，安阳市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工作专题
协商座谈会在安阳市政协顺利
举行，市政协主席葛爱美、市政
府副市长欧阳报军出席座谈
会。这是市政协组织全市 40
余名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前后历时近半年，共商
全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成果
展示会。

公共法律服务是一项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性政府工
程，随着安阳市的分步推进，
影
响不断扩大，逐步引起各级高
度重视。2019 年年初，安阳市
政协把“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列为年度 2 个重要的
协商课题之一并于 3 月份正式
启动。半年来，市政协社法委
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部
分县区政协和市政协委员及专
家学者 40 余人，先后深入安阳

安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催告书公告
下列当事人：
您尚未履行我大队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含加
处罚款），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
规定，限你于本催告书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履
行我大队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含加处罚款）。履行
方式：到河南省当地指定的交警罚款代收机构缴纳。本
催告书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仍未履行的，将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
需要陈述和申辩，
你应在本催告书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大队提出，逾期视为放弃陈
述和申辩。
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市县乡村 120 多个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站室（点）进行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课题组先后收
到有建议性意见的书面发言材
料 28 篇，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的合理化建议 20 多条，为全市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安阳市政协主席葛爱美充分肯
定了此项工作，
同时，
市政协此
次专题协商活动也得到了安阳
市副市长欧阳报军的高度赞扬。

捉蝎男子落枯井被困 10 小时
警民联手齐救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通讯员 崔守跃
“是姚村派出所吗？俺丈
夫昨天晚上出去抓蝎子，到现
在没有回家，联系不上……”8
月 16 日 6 时许，林州市公安局
姚村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了辖
区群众求助。经了解，失踪人
口常某，52 岁，于 8 月 15 日 20
时骑着电动车外出到山上抓蝎

子，一夜未归。
监控员李晓伟立即对姚
村镇寨底村沿途监控进行调
取比对，终于发现了常某骑着
电动车在井湾村一偏僻地方
出现。值班民警迅速奔赴井
湾村沿路寻找，并在路边找到
常某所骑的电动车。经过家
属确认后，民警与红旗渠蓝天
救援队两个救援小组分别背

着救生设备沿途搜寻，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努力，到达一口枯
井附近时，听到了从枯井内传
出的呼救声。
民警与蓝天救援队合力将
常某从十米深的枯井中救出。
经了解，因天黑光线不好常某
不慎掉入枯井，被困 10 小时。
在确认常某身体无碍后，民警
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眼看生意泡汤 老赖赶忙还款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见习记者
李俊珂 通讯员 宋琪 吴珂
“法官同志，我知道错了，
客户都不想跟‘老赖’做生意，
我明天想办法把所有欠款都还
上。”8 月 19 日，安阳市内黄县
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将被执行
人丁某堵在其公司的会议室
内，眼看自己的客户很快就要
过来，丁某顿时慌了神，
当场履
行部分执行款，并保证第二天
全部偿还到位。
2015 年 10 月 ，丁 某 在 自
己负责的一项工程项目建设施

工中，使用于某的管件等建筑
材料，2015 年 12 月 8 日材料结
算，丁某欠于某材料款 95000
元，丁某给于某出具了三张欠
条，几年来于某数次催要，
丁某
均以无资金为由推诿不还，于
是于某把丁某告上法庭。经过
内黄县法院的审判，依法判决
丁某在判决生效 10 日内偿还
拖 欠 于 某 单 位 贷 款 95000
元。但是，判决生效后丁某仍
拒不履行，被逼无奈的于某向
内黄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内黄县法院执行法官多次
本叠值班：
余超

去丁某家中和公司都未见其
人，
这时法官得到重要线索，
丁
某于 8 月 19 日将在公司接待
一个重要客户。当天，执行法
官迅速赶往丁某公司，
存有侥幸
心理的丁某正在会议室等待自
己的客户，
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法
院的执行干警，
经过法官的释法
明理，
同时丁某也担心自己与客
户的合作关系因此受到影响，
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同意还
款。在当场履行了部分执行款
后，
丁某于第二天来到法院将全
部执行款履行完毕。

主编：
颜景献

责编：
邢莉

美编：
康永红

版式：
朱永娜

校对：
刘天保

处罚决定书编号

当事人姓名

处罚时间

410522290109382
410522100895423
410522290099452
410522100921504
410522100927686
410522100931866
410522100926146
410522100929529
410522100932172
410522100936814
410522100936815
410522100936811
410522100923979
410522100895400
410522100927287
410522100921642
410522100921637
410522100890942
410522100897649
410522100923926
410522100895256
410522100924737
410522100893981
410522100927193
410522100902694
410522100923812
410522100923722
410522100926372
410522100923679
410522100900890
410522100900422
410522100925991
410522100904121
410522100931875
410522100931749
410522100895420
410522100923893
410522100932013
410522100931681
410522100931760
410522100936870
410522100923966
410522100926294
410522100928057
410522100893929
410522100921629
410522100903671
410522100922860
410522100922854
410522100904635
410522100904400
410522100903870
410522100923676
410522100923664
410522100922517
410522100846926
410522100904741
410522100904735
410522100921275
410522100921273
410522100921267

张海星
安楠
牛平有
李彦永
李福军
张肖利
刘风春
方正国
刘雪艳
杜超
王伟
孙佳怡
苏海刚
郭志杰
孙凯
呼贝贝
刘子瑞
方正国
郭合顺
杨倩
李杰
杜智成
张丹丹
李嘉豪
邓杰
池明超
张强
吉国志
张治军
刘万万
杜伟
王红玉
翟建飞
边峰
褚海荣
张向军
耿子青
王崇印
白爱雷
姚恒
郭勇
张强
赵永强
杨鹏瑞
崔章太
崔买成
张向东
赵永强
陈志刚
陈龙昆
胡双明
李栋
王小芳
张艳坤
李红勇
闫书光
侯国期
孔德禄
吴伟
吕伏庆
林荣

2018.12.31
2018.12.29
2018.12.27
2018.12.24
2018.12.23
2018.12.21
2018.12.20
2018.12.18
2018.12.18
2018.12.17
2018.12.17
2018.12.17
2018.12.17
2018.12.16
2018.12.16
2018.12.15
2018.12.15
2018.12.15
2018.12.15
2018.12.15
2018.12.14
2018.12.13
2018.12.13
2018.12.13
2018.12.12
2018.12.12
2018.12.11
2018.12.11
2018.12.08
2018.12.07
2018.12.05
2018.12.03
2018.12.03
2018.12.31
2018.12.28
2018.12.27
2018.12.23
2018.12.19
2018.12.19
2018.12.19
2018.12.19
2018.12.17
2018.12.16
2018.12.16
2018.12.15
2018.12.15
2018.12.13
2018.12.12
2018.12.12
2018.12.09
2018.12.08
2018.12.08
2018.12.08
2018.12.08
2018.12.07
2018.12.06
2018.12.04
2018.12.04
2018.12.03
2018.12.03
2018.12.03

处罚金额
（加处罚款）
1330
40
200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100
40
40
200
40
40
40
40
40
400
40
100
40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0
100
40
40
40
40
40
40
200
100
40
40
200
400
40
40
40
40
40
4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