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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车砸店盗窃，这个盗窃团伙栽了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张静 文图

犯罪嫌疑人驾驶着盗窃车辆行窃

本报讯 近日，
凌晨时分尖锐的
报警铃声在汤阴县公安局 110 指挥
中心响起，一家手机店内保险柜被
盗。
民警连夜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案发现场一片狼藉，门口的地
面上满是玻璃碎碴，店内收银台凌

乱不堪，
货柜上的部分耳机、
充电器
等数码配件被盗，更重要的是店内
一个巨大的黑色保险柜被盗，里面
存放着待售一新的苹果手机、平板
电脑、笔记本电脑、部分样机和现
金，
总价值高达30余万元。

调查中，警方又陆续接到两起
盗窃案件报警：一辆停放在路边的
小型厢式货车被盗，
一家药店被盗，
随后调查发现 3 起被盗案竟都是这
个盗窃团伙当晚所为。
警方顺线追踪，逐步查清了 4
人的身份信息。
6 月 8 日将 4 名嫌疑
人全部抓捕归案。
经调查，5 月 15 日晚 4 名嫌疑
人从鹤壁乘出租车来到汤阴，下车
后在城区闲逛寻找作案目标。
为了便于盗窃后逃跑，
几人先盗
窃了一辆路边停放的未拔车钥匙的
小货车，
随后将一家药店门锁砸坏，
进入店内盗走保险柜，
但发现里面空
无一物便丢弃到路边。
而后又盯上手
机店铺，
盗走保险柜，
将里面价值30
余万元的数码产品全部盗走。
5 月 16 日当晚 4 人开车到鹤壁
汤阴交界处后，
将车辆丢弃在路边，
打车来到鹤壁一宾馆将被盗物品平
分。
目前，被盗数码产品已多数被
追回，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滑县农商银行 阳光信贷获客户致谢锦旗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韩晓铮 史如月
本报讯 6月17日，
滑县电军粮
油购销有限公司小微企业主王先生
来到滑县农商银行瓦岗支行，将一
面写着
“阳光信贷及时雨，
温暖助企
人间情”的锦旗交到支行行长秦汉
和客户经理耿家耀手中，感谢瓦岗
支行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解决燃
眉之急。
原来，
“三夏”
麦收期间，
王先生
急需资金向粮户付款，现金周转紧
张。得知这一情况后，秦汉当即表
示将全力支持客户夏粮收购。但由

于这是瓦岗支行的第一笔企业类贷
计划、早调查、早发放。同时畅通
款，客户经理耿家耀在办理过程中
线 上 贷 款 申 请 渠 道 ，加 大“ 安 馨
更加认真负责，他积极向总行公司
贷”投放力度，开辟线下审批绿色
部请教，
加班加点整理客户资料，
终
通道，简化信贷流程，开放支行受
于在一周内为滑县电军粮油购销有
理小微企业类贷款权限，创新推
限公司成功发放贷款 80 万元，
帮助
出“粮食贷”
“ 耕地贷”等产品，对
公司渡过难关。
符合条件的农户、涉农小微企业
“ 三夏”生产期间，滑县农商
贷款，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
银行组织辖内客户经理主动上门
优先发放的信贷支持政策，截至
对接村两委、农户、种植合作社、 目前，累计发放 2586 笔、1.83 亿元
涉农小微企业等，及时全面掌握 “三夏”贷款，确保不误农事、不误
农户的“三夏”资金需求，做到早
农时。

减费让利 惠企利民 农行林州市支行在行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张松明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
国
务院减费让利政策，严格落实中国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发改委、
市场监管总局降费措施，积极响应
行业倡议，中国农业银行林州市支
行认真开展降低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支付手续费以及 ATM 跨行
取现手续费政策落实工作，强化统
筹和组织保障，
加大减费让利力度，
切实降低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成本，

有效帮助小微企业解忧纾困。
在具体工作中，该行在多项服
务上严格实施上级行出台的降低支
付手续费的优惠措施，包括银行账
户服务、人民币结算、电子银行、银
行卡刷卡、ATM 跨行取现等，积
极惠企利民。
此外，该行秉持“应降尽降、应
免尽免”
原则，
严格按照小微企业划
型标准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

免服务和支付手续费降费政策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
此外，该行通过“人工＋媒体”
的形式，
常态化开展降费政策宣传。
下一步，该行将积极履行国有
大行责任担当，持续贯彻落实降费
政策要求，
加大惠企利民力度，
不折
不扣地将减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助力小微企业轻装前行，用实际行
动打通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

林州农商银行召开
以案促改专题会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余晓慧 武天旗
本报讯 根据省联社党委和市
办党组统一安排部署，
6月14日下
午，
林州农商银行党委召开以案促
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安阳市农信办
党组成员、
林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李新月主持会议并讲话。
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以案
件为镜鉴，
深挖问题根源，
以案促
改、
以案促治，
推动林州农商银行
健全完善防范化解自然灾害和各
项应急预警机制，
为助力
“富美林
州”
建设、
推动林州市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会上，
李新月同志代表总行党
委班子作对照检查，
深挖细查班子
成员在防灾救灾减灾、
风险意识、
底线思维等六方面存在的不足，
分
析问题产生的根源，
明确努力方向
和改进措施。
林州农商银行将以此次专题
民主生活会为契机，
充分发挥典型
案例在推动解决专项斗争难点工
作中的示范与指导作用，
严格做到
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将各项风险
防范工作做到前面、
落到实处。

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开展
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石霞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
不断增强干部职工业务水平，
近日，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
“岗位建功我先行、
争先出彩当先
锋”
技能竞赛活动。
本次技能竞赛由理论考试和
实践技能两部分组成。理论考试
采取闭卷的方式对全站职工进行
书面测试，通过测试了解全体员
工对《救助管理办法》、
《实施细
则》及相关规章制度等掌握情况。
实践技能比拼通过铺床铺、
叠被子，考验职工为受助人员进
行内务整理的能力。
此次岗位练兵技能竞赛，为
该站干部职工提供了一个救助政
策与服务能力切磋的舞台，以练
促用，
以用促学，
进一步提升工作
人员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为
更好地服务受助人员、兜住民生
底线打下坚实的基础！

汤阴民警李新民：峥嵘岁月情 无悔从警路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实习生 王可馨 通讯员 石小雨
本报讯 55 岁，35 年党龄，从一
名军人到一名警察，
李新民从未忘记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他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李新民
是汤阴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一
中队民警，
1996 年来到交警队，
一干
就是 26 年。他曾获得省交通文明警
察、市文明标兵，
多次获得全市、县个

人嘉奖。
作为交警大队的老同志，
李新民
在这个年龄段，
本应是享受儿孙绕膝
的年纪了，
大队领导考虑到他的年龄、
身体等原因，
准备不再安排他到一线
执勤，
他却主动申请到高速卡口疫情
防控点执勤。
今年1月份疫情以来，
李
新民一直坚守在疫情防控执勤一线。

今年6月份，
因工作需要，
李新民回到
了城区一中队开展工作。
他仍然干劲
十足，冲锋在前。他的时间被路面执
勤、
交通管控、
护学岗、
城区巡逻、
交通
安全宣传等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被问及将来退休后的最大愿望
时，他说：
“从警这么多年，陪伴家人
的时间屈指可数，亏欠家人太多了，

希望以后好好陪伴家人，
在家照顾父
母、陪老伴逛逛街、散散步，
约上好友
聊聊人生，
花甲之年的生活也可以过
得很惬意。”
“老骥伏枥，志在为民”。
李新民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与
年轻民、辅警一同战斗在一线，几十
年如一日忠诚履职，
用自己的热血为
公安事业书写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