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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法院“春雷行动”首战告捷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徐淑霞 徐胜华 文图

一夜拘传21名“老赖”

本报安阳讯 为推进“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实现2018年
执行工作开门红，滑县法院利用
临近春节被执行人返乡过年的
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集中执
行、专项执行力度，加大对拒执
行为的打击强度，集中开展执行

“春雷行动”。通过为期7个小
时的“拉网式”查找被执行人行
动，共拘传21名被执行人。

1月19日24时，滑县法院院
内60余名干警队列整齐；18辆警
车警灯闪烁，蓄势待发。在党组

成员、执行局局长杨森彪的带领
下，6个执行小组按照执行预案分
赴22个乡镇和1个产业集聚区展
开“拉网式”查找被执行人，“春雷
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时值四九隆冬的寒夜，滴水
成冰，执行干警们奔走于全县各
个乡镇，围堵“老赖”。

“行动过程中，我们紧紧围绕
‘三升四降’的工作要求，对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
被执行人持续施以高压，执结一
批‘骨头案’‘钉子案’等疑难案

件，严厉打击拒执犯罪，提高了案
件实际执结率和执行标的到位
率。”该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1月20日7时，民警共
拘传21名被执行人，其中对19
名被执行人依法进行拘留，2人
迫于压力当场履行了义务。

“‘春雷行动’的首战告捷，
有力地打击了‘老赖’的嚣张气
焰，打出了声威，打出了气势，有
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司法权
威。”该负责人表示。

本报安阳讯 为扎实推
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充分
发挥“三农”主力军作用，1
月 17日，滑县农商银行深
入该县焦虎镇晏口村宣讲
金融扶贫信贷政策，并走访
扶贫产业项目。

在晏口村村委会，滑县
农商银行焦虎支行李雪明行
长向广大村民详细介绍了国
家金融扶贫政策，农商银行

“惠农扶贫贷”“金燕扶贫小
额贷款”等产品特点，听取了
群众精准扶贫和金融脱贫的
建议，接受村民咨询，并详细
了解贫困户产业发展、经济
收入、政策享受过程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现场登记群众
贷款需求信息，现场气氛热
烈，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截至2017年末，滑县
农商银行共发放各类扶贫
贷款 3060 笔，余额 47638
万元，带动6000余户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

“下一步，我们滑县农
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贴近基
层、机制灵活’的优势，扎实
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充
分发挥‘三农’主力军作用，
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为滑
县巩固脱贫摘帽成果做出
更大贡献。”该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安阳讯 日前，2018年
安阳市中国武术段位制授段仪
式在安阳市群艺馆举行，该市体
育局相关领导、社会各界名人志
士及武术爱好者200多人见证
了这次授段仪式。

据了解，中国武术段位制是
为增强人民体质，推动武术运动
的发展，提高武术技术和理论水
平，建立规范的全民武术体系而
特别制定的。根据个人从事武
术锻炼和武术活动的年限，掌握
武术技术和理论的水平、研究成
果、武德修养，以及对武术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武术段位设晋级
和晋段两部分：段前级分为一至
三级，是考取武术段位前的级
别。段位分为一至九段，由初段
位、中段位、高段位组成。

授段仪式上，安阳市殷都太
极拳俱乐部主席陈汉菊为74名
晋升段位的武术爱好者授段。

授段仪式结束后，安阳市殷
都太极拳俱乐部安排了一场精彩
的表演，为古都安阳2018年新春
献上了第一道武术文化大餐。

“中国武术段位制对促进武
术理论与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

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具有重大意
义，我们十分重视段位制的普及
和推广。”安阳市体育局群体科
科长曹磊表示。

据了解，武术段位制实施以
来，有效地促进了安阳市武术运
动的发展，段位制也逐步得到了
政府及各级体育部门的重视，得
到了广大武术爱好者的认可。
下一步，安阳市武术段位工作将
在河南省体育局的指导下，进一
步做好发动、组织、参训工作，让
更多武术爱好者认识段位、取得
段位，获得健康和快乐。 本报安阳讯 近日，中

国农业银行安阳市区支行
综合管理部迎接了两位“特
殊”客户，他们没有办理业
务，而是将一封感谢信递到
银行工作人员手中。感谢
农行工作人员帮助他们疏
通环节，化繁为简，最终领
到了“久违”的退休金。

据了解，2017年10月
16日，刚刚从美国探亲回
来的客户李桂荣夫妇到安
阳分行文峰支行进行取款
时，意外发现李桂荣的退
休工资只发放到2017年8
月份。发现这个情况后，
老人甚是焦急，文峰支行
大堂经理及时上前，认真
帮老人查询代发工资的详
细信息。

经查询发现，李桂荣老
人在农行系统内的预留身

份证号码与现有身份证号
码不符。随后，大堂经理积
极与安阳分行东风支行联
系，并很快对接到东风支行
的运营主管。当老人来到
东风支行时，运营主管热情
接待并帮助老人认真核对
当时预留信息，发现当时工
资发放单位有一名职工与
老人重名。

经与社保局多次沟通
协调，农行安阳分行东风支
行工作人员及时帮助老人
到社保局成功办理了相关
更正手续，重新更换了新的
账号，并于2017年12月11
日完成了所有需要处理的
事项，帮助李桂荣老人领到
了“久违”的退休金。

领到退休金后老人十
分感动，连夜写了感谢信，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本报安阳讯 近日，安
阳市食药监局做出多项重
要举措，保障餐饮食品安全。

近日，安阳市食药监局
召开专题会议，制定餐饮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方案，成立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小
组，进一步明确保障任务、
落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
安阳市食药监局与餐饮服
务单位签订《重大活动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要求其认真落实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存在
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及时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此外，安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严把从业人员
健康合格关、食品容器及
工具消毒关、食品原料采
购索证索票关、食品操作
流程规范关、食品加工烹
饪关、备菜时间及放置关、
食品留样关。

“我们还建立健全了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机制，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
组，完善应急预案，组织了有
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全面做
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工
作。”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安阳讯 中国银行安阳
分行切实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一
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大力配合安
阳社保卡宣传、发卡及推广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2017年末，共发卡91.75万张，
份额居安阳市银行业首位。

据了解，为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该行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
式，有力地推广普及社保知识和
惠民政策，号召基层党组织和青
年党员深入社区义务宣传惠民

金融，在营业网点发放惠民政策
宣传折页，利用微信客户端举办

“惠民政策进万家”有奖知识竞
答等，各种活动参与人数达到7
万余人。

此外，该行充分调动全市
32家分支机构的700多名党员
和员工，实行党员“1+N”机制，
全面推进这项惠民工作。对安
阳市400多家单位职工和社区
居民进行了信息采集和制卡发
卡。

为开展推广惠民金融活动，
中行安阳分行2017年先后投入
了30多万元，与本地12家连锁
药店合作，开展了“刷卡积分”

“刷卡优惠”等多项惠民措施，同
时做好普及宣传，引导广大市民
群众了解并使用社保卡内的金
融服务功能。

截至2017年末，中行安阳
分行共发卡91.75万张，占该市
社保卡已发卡总量的25%，份
额居该市银行业首位。

以武会友 推动太极拳文化发展
安阳市举行中国武术段位制授段仪式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何志文

中行安阳分行大力配合安阳社保卡宣传及推广工作

去年发卡量居安阳银行业首位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蔡忠祥 通讯员 张华

滑县农商银行深入乡村宣讲金融扶贫政策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朱跃军

保障餐桌上的安全
安阳市食药监局开展餐饮食品安全监督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蔡忠祥 通讯员 惠海良

因与人重名
退休金“凭空消失”
银行多方协调，帮客户顺利领回退休金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魏金金 通讯员 侯瑞生

全心全意服务“三农”

滑县法院干警集合，开展“春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