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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是忠诚？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
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信任和追随。”郑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参谋长李隆说，这样的忠诚在消
防员一次次灭火救援、刻苦训练中生生不息地传承
着。
“咱们消防队伍，虽没有真枪实弹的战斗场景，但水枪
和钢枪的分量一样重。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时时刻刻
谨记时间就是生命，才能不辜负百姓的信任。”还记得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班长的这句话让李隆记忆
犹新，应急救援没有彩排也不是演练，打仗
必须硬碰硬，
训练必须实打实。

防范火灾风险
建设美好家园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文图

李隆：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挂满勋章的李隆

历经生死考验

赢得好评

A

B

面对无数次生与死、
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李隆用血肉
之躯筑起了一道道坚实屏障，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消防卫士
“刀山敢上，
火海敢闯，
召之即来，
战之必胜”
的精神风貌。
时间回到 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
李隆带领33名特勤攻坚队员奔赴抗震一线，
在余震不
断、
救援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
冒着生命危险，
成功抢
救出分别被埋压 48 小时、
104 小时和 124 小时的何某桃、
李某松、
卞某芬，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刀，刀，刀，我要切菜用的刀！”这是抗震救援现
场，李隆冒着余震、深入坍塌楼房内部、连续奋战 10 多
个小时、在废墟下发出的急促呼喊，这个镜头成为亿万
群众的永恒记忆，
“ 菜刀哥”的雅号广为流传。他从烈
焰火海、毒气泄漏、惨烈车祸、建筑坍塌等救援现场一
路拼杀过来，抗震救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绝不是他
最后一次赴汤蹈火、舍生忘死。
2010 年 2 月 28 日，一辆满载乘客的客车坠入郑州
尖岗水库，李隆带领指战员顶风冒雪，冰河救援，连续
战斗 50 多个小时，
救出被困群众 26 人。
2016 年 12 月 18 日，郑州市新世界百货商场突发大
火，特勤大队临危受命，李隆准确判断火场态势，科学
部署进攻力量，冒着浓重毒烟、高温炙烤和楼梯坍塌的
危险，完成了墙体破拆、搜救掩护、火场供水等急难险
重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火势蔓延，成功疏散营
救被困群众百余人。
2018 年，调任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参谋长后，他又
接连成功指挥打赢了“2·1”绿地原盛国际办公楼火灾、
“3·31”连霍高速氟化氢槽罐车泄漏、
“12·21”窑洞坍塌
等多场大型灭火救援战斗，赢得了党委政
府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聚焦郑州法律援助工作
聚焦郑州法律援助工作”
”系列报道
质朴、阳光、执着，用这几个词来评
价郑州市金水区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
师王令牛，绝对是贴切的。从事法律援
助工作 16 年来，他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近 400 件，5 个被评为省级“十大精品案
件 ”，8 个 被 评 为 市 级“ 十 大 精 品 案
件”。其中有两个案例还入选 2017 年
司法部法援中心编制的《法律援助案例
研究》。
因为对法律的热爱，曾是某省管企
业职工的王令牛毅然决然地扔掉了自
己的饭碗。2000 年，他考取了律师执
业资格证来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开始了
和法律打交道的日子。2003 年年底，
他来到金水区法律援助中心，成了一名
法律援助专职律师。这一干，就是 16

24 年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工作 24 年来，李隆长期战斗在灭火和
抢险救援一线，参加和指挥汶川抗震救灾等
各类救援 1.2 万余次，营救遇险群众 3500 余
人，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
三等功 4 次；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被公安
部授予“灭火救援尖兵”和“抗震救灾尖兵”、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被共
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被河南省政府授予“抢险救援尖兵”荣
誉称号，被共青团河南省委表彰为“新长征
突击手”
“ 第八届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被
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评为第三届“我最喜爱
的十大人民警察”、2008“ 感动中国”十大年
度人物、
“ 中国十大法治人物”；被公安部消
防局评为全国公安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尖
兵”
“模范共产党员”
。
人生欲有所成，关键是砥砺一颗恒心、
怀揣一颗初心。李隆说：
“我只是全国 20 万
消防指战员中的普通一员，只是尽了本该尽
的责，干了本该干的事，我的荣誉更是这支
具有光荣传统队伍的荣誉。不忘初心、梦想
可期；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伟大的事业呼
唤着我们，庄严的誓词激励着我们，我将与
所有消防指战员一起，以对党的绝对忠诚，
对人民的高度负责，对事业的无比热
爱，奋力谱写新时代应急救援
事业的崭新篇章。
”

洛阳市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催告书

洛环罚催告字[2019]第 9003 号
被处罚单位：
河南恒益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夏堡华
一、
环境违法处罚决定
你单位因环境违法被我局立案查处。2019 年 4 月 13 日，
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洛环罚[2019]9007 号）。
你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现催告你单位履行处罚决定。
二、
履行的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将罚款（20 万
元）及加处罚款，缴入洛阳市财政局指定的非税财政专户
（开户名称：洛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银行账号：
7010102010900109；
开户行：
洛阳银行营业部）。逾期不履
行，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
加处罚款核算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加处罚款的起
征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8 日，
每日按罚款额的 3%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的最高额为罚款数额的一倍(40 万元)。
有疑问请拨打咨询电话：
0379-63485200。
四、
陈述申辩权
你单位自接到本催告书 7 日内享有陈述申辩权。
2019 年 11 月 6 日

公

告

杨艳霞、杨玉霞、贺文涛、张建红、张利、张玲、赵小创、左秋
灵、张春喜、陶建周、张建军、张东霞、原长江、杨波、史彩
霞、吕海龙、卢爱国、刘改松、李艳霞、李佩霞、范阔和、陈往
玉、李存利、韩和平、常青风、陈向东、成青霞、程伟、高应
连、黄艳丽、吉丽丽、酒利娟、李东兴、李胜利、李水平、李小
文、李永贵、刘明霞、卢琳、吕小雨、苗春林、苗贵贤、苗利
民、彭波、乔东霞、王长安、王金鸽、王娟、王素霞、王中升、
卫进花、
卫艳平、吴亚亚、
许宝林：
本委已受理济源市太行水泥有限公司诉你社会保险
争议一案[济劳人仲案字（2019）第 1066-1067 号]。因无
法将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相关法
律文书对你直接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午 10:00 在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劳
动仲裁庭（地址：河南省济源市黄河路 811 号济源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到庭参加庭审，
届时不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的 10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济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7 日

王令牛：用心办案不负重托

年。
最让王令牛津津乐道的是他们法
律援助中心面向金水辖区的所有律师
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
“ 通过引进‘外
援’的办法解决案件办理问题，同时扩
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这种做法属于
全省首创。”王令牛说。2005 年，王令
牛担任金水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当时
中心只有 3 个人，连独立的接待室都没
有，而金水区每年受理的案件已愈百
件，再加上区管律师所的人不多，愿意
代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更是寥寥无
几，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我就大胆向领
导提出这样的想法。因为此前没有先
例，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可想而知：通信
落后，我就写信一封封邮寄到律所作宣

传，一次次上门作介绍；律师们担心补
贴低，我就向上争取向下动员……”凭
借着迎难而上、敢为人先的劲头，仅两
年时间，王令牛就为金水区招募培训了
50 多名志愿律师。他的这一创举得到
了司法部领导的高度评价。
面对日益成长壮大、渐渐步入正轨
的金水区法律援助中心，作为最大功臣
的王令牛却在 2008 年功成身退，递上
辞呈，选择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只有亲
身经历、以身作则，才能把法律援助的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在源头发现问
题找出对策。”离开管理岗位的王令牛，
主动担负起代理案件、培养新人的法律
援助第一线工作，虽然身份转变但对工
作的认真和为受援人服务的心却有增

无减。许多接受过王令牛帮助的受援
人在结案后仍然和他保持着家人般的
联系，互发微信，私交甚好。即使是庭
审中剑拔弩张的对方当事人，也在王令
牛坚持不懈地沟通和调和中对他充满
敬意。对受援人而言，王令牛不仅是法
律援助的律师，
更是一个家人。
“奔波于法律援助道路上 16 年，
每当
我的付出和努力，能换来受援人的合法
权益得到保护、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笑容
时，
就是我最为高兴的时候，
会有一种收
获的喜悦油然而生。”王令牛说，多年的
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他深深体会到，每一
个援助案件都不简单，对当事人来说会
影响深远。接受了沉甸甸的委托，唯有
用心办理，
才能对得起托付。(刘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