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修作为洛阳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防暴大队一名
50 多岁的老同志，担当奉
献、积极进取，在平凡的岗
位上践行“拓荒牛、孺子牛、
老黄牛”的“三牛”精神，用
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人民
警察的责任担当。

他积极进取，是担当奋
蹄的“拓荒牛”。为加强对
重点地区和部位的安保工
作，大队安排王修负责“特警
101”巡逻车组，担负龙门高铁
站区域的巡逻执勤任务。他
创新工作方法，狠抓队伍规
范化建设。在其带领下，“特
警101”巡逻车组执勤人员讲
政治、守纪律、能吃苦、能奉
献，先后参与完成上百次紧
急处置任务，该岗位两次被
授予“党员示范岗”称号。

他心系群众，是为民服
务的“孺子牛”。2020 年 3
月，王修在高铁站执勤期
间，看到一位 70 多岁的老
人在女儿陪伴下乘坐扶梯
前往二楼候车室，就在扶梯

运行期间，老人突发眩晕身
体后仰，马上就要摔倒时，
飞速冲上前，连跨几级台
阶，从身后将老人拦腰扶
住，避免了重大危险事故发
生。类似的事还有很多，他
正是用这些实际行动践行
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他勤勤恳恳，是默默奉
献的“老黄牛”。2020 年初
全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
后，高铁龙门站作为全市外
防输入、内防输出的重要卡
点，防控压力和工作强度非
常大。大队考虑王修年纪
较大，每天穿着防护装备长
时间超负荷工作，身体可能
吃不消，便要给他调换岗
位，可王修坚决不同意，他
说：我是老党员、老同志，家
里没那么多顾虑，让我到一
线最合适。从那以后，王修
坚守防控疫情第一线，开展
人员筛查、隔离疏散等工
作，圆满完成疫情防控各项
任务。 （常玮）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王鹏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开展以来，郏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
队坚持一手抓政治理论学习，一手抓涉
林案件办理，将政治理论学习成果转化
为战斗力，按照“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工作的总体部署，用赤诚衷心呵护
绿水青山，切实守护好生态系统的平衡
和稳定。

为提高全体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个人
素质，森林警察大队列出学习时间表，固
定每周一为学习时间，如有民警外出执
行任务，回来以后也会补学。同时，他们
不断加强队伍正规化建设，努力打造一
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的森林公安队伍。

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同时，该大队严
格控制林木及制成品交易流通，组织民
警深入辖区对林木经纪人进行过筛排
查，详细登记基本情况，协助办理合法手
续，并对统计在册的 106 人进行专门培
训；此外，积极与交警、派出所协作，缩短
出警时间，多方协作使他们办起案来如
虎添翼，让滥采滥伐行为得到很快遏制。

护佑绿韵道路任重道远，郏县森林
公安干警丝毫不敢懈怠，他们把守卫绿
色长城、维护法律尊严作为永恒的追求，
在远离城市的密林间，与种种涉林违法
行为作斗争，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郏县
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守护着人民群众
与生物多样性和谐共处的幸福家园。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通讯员杨安慰）近日，鹤壁市鹤
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对一起雨水篦
盗窃案现场勘查时，发现辖区群众出
行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及时发出检察
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窨井
盖、雨水篦等问题，群众感谢：“真是
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啊！”

在办理道路下水道雨水篦盗
窃案时，该院检察官为了确保办案
质效，通过到案发小区实地走访、
多方调查等方式，开展了现场勘
查。检察官了解到该小区住户老

年人、残疾人居多，且存在部分道
路下水道设施建设不完善、未及时
铺设雨水篦等问题，于是当场展开
全面清查。过程中，检察官刚好遇
到一位老人因路面设施铺设不完
善，当场摔倒，他们迅速上前搀
扶。在得知检察官是为了老百姓

“脚底下的安全”，专门在小区勘查
窨井盖、雨水篦等问题时，老人们
纷纷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检察官，
真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啊！”

为防止意外再次发生，检察官
第一时间与社区主任进行了交流，

认真分析了今后可能存在的隐患，
同时与相关职能部门就此事进行
了深入沟通，并发出了相应检察建
议，督促其尽快采取措施堵住群众
出行的“安全漏洞”。随后，相关职
能部门积极回复，对该小区窨井
盖、雨水篦缺失及路面设施铺设不
完善等问题展开全面调查并及时
整改，同时对辖区城市道路存在的
各类隐患进行了全面摸底排查，进
一步加大了对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的巡查力度，切实维护好辖区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近期，修武县税务局开展“青年党员
进企业 我为党旗添光彩”活动，为企业发
展送政策、解难题。近日，该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李俭良一行深入辖区焦作筑友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政策辅导，了解企业
的相关技术标准、生产经营情况，并对企
业提出的问题现场进行了解答。

王玉红王佳茵 摄影报道

6月9日下午，鄢陵县法院结合“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组织干警开展“情暖
端午”志愿者服务活动。志愿者一行走
进大马镇综合养老中心，亲切询问老人
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并为他们送去了
粽子、牛奶和米面油等日常用品，并祝他
们端午安康、身体健康。此次活动，增强
了党员志愿者们尊老爱老意识，让老人
们不仅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
也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乔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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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

督促整改 守护“脚底下的安全”

郏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做好生态环境“守护者” 平凡岗位上的
“三牛”精神践行者

——记洛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防暴
大队二级警长王修

请以下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注：如本公告刊登有误，以实际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内容为准，利息还款时另计。

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庄支行 2021年6月11日

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庄支行逾期贷款催收公告

张冲

张学贵

赵光武

王改荣

郭天伟

崔军

王文娟

李怀新

王新燕

石珂

仝和平

苏继红

梁守军

常彦林

客户名称

180000

700000

18700

2176

45000

4190

192100

500

96500

170000

150000

100000

199000

200000

借款金额

2013-09-13

2015-07-01

2001/6/30

2001/12/4

2001/12/30

2007/4/20

2015/10/12

2012/11/21

2014/10/18

2014/12/18

2015/9/21

2017/9/2

2012/8/25

2012/1/16

借款日期

2015-09-11

2016-06-28

2002/6/30

2002/12/4

2002/12/30

2008/4/20

2016/10/11

2013/11/20

2015/10/17

2015/12/18

2016/9/21

2018/8/27

2013/8/24

2013/1/15

常春剑、苏莎莎、未志勇

河南省羑里康乐工程塑化有限公司

赵光周、赵光武房产

郭天伟房产

江国栋、石玉香、高生月、江素梅、石玉芹

尹曼各、屈方方、史保庆

常哓燕、王超、郝建国

申江华、程震、秦朋科、秦国强

苏四民、郑双庆、苏卫东

梁桂军、梁守伟、石志强

李玉庆、张爱民、崔艳丽、范伟

担保人到期日期

苏玉柱

韩连军

赵卫民

陈洪瑞

闫俊玲

闫建国

宋天顺

苏天桥

冯彬

马建军

杨海凤

申艳

程继业

秦守旺

19500

57500

180000

143000

245000

200000

146000

135000

50000

498000

180000

50000

70752.44

144000

2010/10/30

2006/8/31

2013/6/11

2015/9/9

2016/9/24

2017/1/23

2014/3/22

2017/3/31

2017/3/21

2016/12/19

2015/1/20

2016/11/21

2016/3/14

2014/11/30

2013/10/29

2008/8/21

2014/6/10

2017/9/9

2017/9/24

2018/1/23

2018/3/11

2018/3/31

2018/3/21

2017/12/17

2016/1/20

2017/11/21

2017/3/14

2015/11/30

王素荣

崔喜、黄春芳、杨常生、蔡印堂

杨洋、靳亚凡、李中洲

焦小飞、刘伟、王飞蒲

刘新荣、梁雷、葛平花、张红旗

王改清、王春云

任新华、王琳、宋海波、高长江

苏太平、史艳军、郑秀琴、苏天桥

张再强、张再兴

孟化雄、孟凡青、孟岩、朱瑞杰、周维维

黄同山、黄铜喜、蒋国庆、王改清

张再强、李克难

秦艳红、付艳敏、程志超

姬瑞芬、郑树军、牛杰

客户名称 借款金额 借款日期 担保人到期日期

陈保齐

袁晓宇

司双年

田丽萍

张爱叶

韩连军

宋秀芬

高海军

闻雷

汤阴县星光

铁艺防盗门厂

黄天明

李爱军

吕文齐

196000

200000

200000

170900

200000

97500

150000

3500

85500

500000

200000

50000

180000

2015/5/30

2018/8/20

2018/9/15

2005-03-29

2016-06-30

2006/8/31

2017/8/31

2012/9/21

2008/5/23

2006/5/28

2014/7/8

2014/6/5

2015/4/20

2017/5/30

2019/8/19

2019/9/15

2006-03-29

2019-06-30

2008/8/20

2018/8/31

2013/9/20

2009/5/23

2008/5/27

2016/6/30

2015/6/4

2016/4/20

常哓燕、郝建国、程三、程龙、程佳星

元东合、元海英、袁建民、袁晓宇

元海英、元东合、元士朋

汤阴县志和修理厂

刘志飞、伦雨庆、伦振涛

张东风、张现国、郑爱民、韩连臣、石连山、刘风亭

张吉胜、张国庆、赵志军

秦国平、宋艳彬、黄俊国

刘海远他项权证

索贵善、李富有、任双喜、徐保全

黄永强、徐爱军

李艳杰、吕天明、吕文平

客户名称 借款金额 借款日期 担保人到期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