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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9

日 星期四

4

客户姓名 信用卡号 办卡时所在单位 逾期期数 透支金额（ 元）

王伯成

6259190124134531

铅山县建设局

5 97656.91

揭联辉

6259190036075046

铅山县润丰酒业

5 71402.09

吴蓉娟

6259190036888455

铅山县工商银行

9 128169.40

江敬贤

6259190059267793

铅山县联社

12 15728.92

吴启华

6228100036276120

铅山县人民法院

36 12851.77

吴金考

6228100041135881

铅山县金考畜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55 12618.05

王永贵

6228110015798226

江西省上饶新利得隆副食品超市

44 50470.38

叶信松

6259190032599163

信州区朝阳食品批发部

32 13157.67

江庆辉

6228110019311166

八佰碗

34 100153.24

邱模国

6228100043748863

江西省上饶市朝阳青石小学

35 13998.17

黄平山

6259190126993702

朝阳镇下源小学

30 57850.95

周睦龙

6228110017481961

聪明王子

32 115954.24

姜土生

6259190033625744

小姜水暖批发

30 21509.91

孔祥明

6259190031690666

欧象地板

36 125628.47

万丽红

6228100060801355

上饶汽运横峰公司

31 31606.45

郑忠荣

6228110080162878

信州区美宜佳副食品

33 142932.74

金剑雄

6228100059985409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弋阳分公司

32 5970.52

朱斌

6228100052731172

弋阳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26 11753.9

胡云凯

6228100060817336

弋阳县零度日化用品店

23 7711.73

张乐强

6228100051642982

玉亭镇人民政府

11 16614.15

谭建华

6228100051786490

余干卫生局

34 63280.21

鲁雄生

6259190052284936

余干县邮政局

10 14095.54

汤明

6228100212296710

余干县公安局

16 30752.28

何忠彩

6228100210813219

余干县大塘计生办

7 12465.25

郑海祥

6259190171998903

余干县康垦学校

22 40270.16

周露

6228100051568971

余干县人民医院

3 33902.07

章琪

6228100094791432

广丰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9 19054.14

舒占勇

6228100204274170

余干县巴拉巴拉童装店

23 7937.67

鲍勇华

6228100225543579

余干县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7 4218.23

张文君

6228100026813759

江西省余干县东塘乡政府

13 21564.40

章东亮

6259190053674382

余干县礼尚往来烟酒茶

4 10051.32

汪恒佑

6259190043439581

鄱阳县星泰家居广场

10 14553.59

刘迎春

6259190035076458

德兴市司法局

13 8812.56

刘迎春

6259190203875053

德兴市司法局

15 9454.42

吴志平

6228100054820262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35 8198.23

芦兴

6228100069101641

江西省德兴市城市管理局

27 54960.63

李小波

6228100054261244

江西德兴铜矿采矿场

42 10654.76

吴刚

6228100051297134

德兴市人民检察院

12 14417.57

曹忠

6228100204754932

德兴铜矿泗洲厂

18 11519.49

祝永胜

6228100053710167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经警勤务中心

17 43247.50

祝永胜

6259190054023167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经警勤务中心

10 136.30

张松红

6228100054144176

德兴铜矿泗洲选矿厂

42 9290.08

王仁旭

6228100054332151

德兴市万佳商行

12 15742.39

林辉

6259190047726751

德兴农村合作银行

16 28989.12

姜锦武

6228100041511396

德兴市占才中学

31 14869.56

董继业

6228100067236449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经警勤务中心

10 15330.82

孙沙延

6259190044721706

德兴市海口镇沙岩瓷砖店

37 13740.04

杨朝辉

6228100048391990

中国黄金集团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37 12791.12

唐勇明

6228100054339966

德兴市永枫商贸

8 12287.27

徐江轮

6228100043136895

德兴市海口镇人民政府

47 11263.43

余辉发

6228100066357188

德兴市农业局畜禽屠宰管理办公室

12 32848.56

丁慧

6259190127055576

德兴市老丁家的厨房

13 14018.63

殷能

6228100064600951

德兴市城市管理局

11 12664.64

王土文

6228100054547170

德兴农村合作银行

35 24277.37

严小燕

6259190035279631

德兴市外奇童装店

48 128280.36

李强

6228100021360962

德兴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

49 8739.20

王火林

6259190207222336

德兴市金福龙虾店

11 19821.98

江涛

6228100062039129

中国黄金集团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6 5869.51

江涛

6259190052429077

中国黄金集团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6 673.08

陆天

6259190044589855

德兴市妇德矿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13 8697.79

李小平

6259190044545527

德兴市好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8 31040.95

徐俊飞

6259190031721966

德兴市昄大乡政府

18 125248.59

马龙凤

6228100064281950

德兴市万村乡飞龙试剂店

13 22747.71

王德瑛

6259190041433883

德兴市恒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15 38022.28

贺金兰

6228100039097929

德兴铜矿缴费中心

51 21932.1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截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下列信用卡持卡人未能按照《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 个人卡）章程》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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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特此公告！

信 用 卡 逾 期 客 户 名 单

关爱青少年成长，资助青少年成

才。

9

月

16

日上午，婺源县中云镇关工

委在中云中学会议室举行了爱心人

士黄桂开帮扶捐资发放仪式。参加仪

式的有县、镇、校各级关工委领导，爱

心人士黄桂开和来自贫困家庭的

12

名家长及贫困学子代表。

发放仪式上， 婺源县关工委主任

传达了关工委对青少年的关爱，以及社

会爱心人士对下一代的关注和关心，并

鼓励受助的同学要不怕困难，把目前的

困难和压力变为动力，树立信心，勤奋

学习，不断进取，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

家乡，回报社会。据悉，此次受助学生

12

人，共发放帮扶资金

4800

元。

仪式结束后， 受助学生的家长纷

纷表示自己诚挚的谢意。 受助学生也

立志在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 学习上

不甘落后，志存高远，学有所成，以回

报社会的关爱。 （ 滕玫）

9

月

15

日， 婺源县溪头乡中心小学

江思悦同学一举夺得第五季“ 少年演说

家”全省总冠军。

本届“ 少年演说家”共经历了

4

轮比

赛，

5

月份组织选拔赛，

6

月份由市少工

委、婺源县教体局推荐上报，

7

月份校园

专场赛，全省百强赛，

8

月份全省五十强

赛，

9

月份全省十强总决赛， 层层选拔，

层层晋级。

总决赛现场分为四个环节：现场主

题演说、看图即兴说话、猜成语、才艺展

示。 江思悦同学现场发挥出色，演说真

诚感人， 即兴看图说话环节是一大难

关， 在面对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图片时，

她丝毫没有紧张， 逻辑思维非常清晰，

出彩的表现得到了鞠萍老师的认可。猜

成语环节， 在老师和爸爸的共同努力

下，力压群雄，赢得满堂喝彩。 最后一

关———冠军之争，主要比拼才艺，只见

江思悦同学拿起画笔，用短短的两分钟

勾勒出一副少年对祖国满腔热爱的画，

以此献给亲爱的祖国，最终得到了三位

评委的一致肯定。江思悦同学最终荣获

由团省委、省少工委、江西广播电视台

等联合主办的

2019

江西省“ 少年演说

家”总冠军！溪头乡中心小学也荣获“ 优

秀组织奖”。 （ 邱烈辉）

婺源中云镇关工委举行爱心人士帮扶捐资发放仪式

溪头中心小学学生荣获省“少年演说家”总冠军

遗失身份证壹份，证号：

362301199601161043

，声明作废，刘入源。

遗失准迁证壹份，证号：赣准字

18374362

号，从安徽省涡阳县陈大镇徐楼行政村徐楼自然村

004

号迁至江西省

上饶市信州区上饶大道

99

号

18

幢

2

单元

1802

室，签发日期：

2019

年

7

月

4

日，声明作废，徐彦勤。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壹本，注册号：

361102210024872

，声明作废，上饶市信州区鑫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房屋他项权证壹份，证号：房他证字第

0019314

号，坐落地址：上饶市信州区渡口南街

6

幢

2

单元

402

号，声

明作废，王引仙。

遗失太平洋保险公司执业证壹份，编号：

02000236110080002016061728

，声明作废，吴容。

遗失太平洋保险公司执业证壹份，编号：

02000236110080002016028568

，声明作废，王远征 。

启

事

����

（上接第一版） 信阳市光山县位于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 是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县。

17

日上午， 习近平来到

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考察调研。 在油茶园展厅， 习

近平仔细了解光山县发展油茶产业 、 推动脱贫整体情况 。

天空飘着毛毛细雨， 油茶园绿意更浓。 习近平同正在劳作

的村民和管理人员交流， 实地察看油茶树种植和挂果情况，

询问乡亲们家庭、 务工和收入情况。 大家告诉总书记， 近

年来 ， 通过发展油茶种植加工产业 ， 贫困户摆脱了贫困 ，

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习近平强调， 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植，

既促进了群众就近就业， 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 又改善了

生态环境， 一举多得。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面向市场， 推

广“ 公司

+

农户” 模式， 建立利益联动机制， 让各方共同受

益。 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 推广新技术， 发展深加工，

把油茶业做优做大，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 农民增收、 生态

良好。

随后， 习近平乘车前往光山县西南部的文殊乡东岳村。

该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45

户

585

人 ， 脱贫攻坚战打响

以来，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2018

年全村实现整体脱贫。 习

近平来到村文化接待中心， 了解光山县脱贫工作和中办在

光山县扶贫工作情况。 这些年， 东岳村大力推进“ 多彩田

园” 产业扶贫， 成立了村电商服务中心， 把村里的农副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 。 习近平察看了糍粑 、 月饼 、 咸麻鸭蛋 、

黑猪腊肉、 红薯粉条、 甜米酒等“ 光山十宝” 和光山羽绒

服等特色产品， 详细询问产品的市场销路和带动村民脱贫

的作用 。 他强调 ， 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 ，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 增加农民收入 。 要注意节约环保 ，

杜绝过度包装， 避免浪费和污染环境。 光山花鼓戏列入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两名花鼓戏演员

给总书记现场表演了一段新编花鼓戏， 赢得热烈掌声。

习近平接见了中办派驻光山县挂职扶贫的同志 ， 并同

当地脱贫致富带头人亲切交流。 习近平表示， 光山县今年

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 贫困帽子摘了 ， 攻坚精神不能放松 。

追求美好生活， 是永恒的主题， 是永远的进行时。 脱贫攻

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 既要输血更要造血， 建立造血机制，

增强致富内生动力， 防止返贫。 要发扬自力更生、 自强不

息的精神， 不仅要脱贫， 而且要致富， 继续在致富路上奔

跑， 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 脱贫攻坚是一项深得人民

拥护的民心工程。 党的政策再好， 也靠大家去落实。 要把

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

任务转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 抓牢、 抓实、 抓出成效。

17

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这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

60

多年发展， 已

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煤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 国际领先

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在企业展厅， 习近平听取了企业

开展科技创新、 进行海外并购、 推动产品转型升级情况介

绍。 总装车间内， 煤矿液压支架产品整齐排列， 习近平仔

细观看了液压支架操作演示。 他强调，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

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 是构筑未来发展战

略优势的重要支撑。 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自主

创新， 发展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 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

济搞上去， 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扎扎实实实现

“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华文明的摇篮 。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发展情况， 多次就三江源、 祁连山、 秦岭等重点区域生

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

17

日下午， 习近平来到黄河博物馆，

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 了解黄河流域文明发展 、 水患治理 、

生态保护等的历史变迁。 习近平不时驻足端详陈列的文物

标本、 历史文献和图片图表， 就有关问题同大家探讨交流，

充分肯定中华民族在同黄河水患的斗争中展现的不屈不挠、

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习近平随后乘车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 ， 沿

黄河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听取沿黄地区生态保护、 水

资源利用、 堤防建设和防洪形势等情况。 在临河广场观景

平台， 习近平眺望黄河郑州段。 天高水阔， 林草丰茂， 一

片勃勃生机。 习近平指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同志

就发出了 “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 的伟大号召 。

70

年来 ，

党领导人民开创了治黄事业新篇章， 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

的历史奇迹。 实践证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

的历史性转变， 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18

日下午， 习近平听取了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河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习近平强调， 当前，

我国发展形势是好的， 但国际形势仍然错综复杂， 我国发

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我们必须办好自己的事情。 希望河

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下， 坚定信心， 埋头

苦干，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努力创造出无

愧历史、 无愧时代、 无愧人民新的更大的业绩。

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抓住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立足省情实际、 扬长避短， 把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

置， 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

镇化， 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积极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 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加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积极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 不

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突出抓好

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做好粮

食市场和流通的文章， 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加强

同脱贫攻坚战略的有效对接， 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业强省

目标。

习近平指出， 要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 ， 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升级优化， 努力打造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坚决打赢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

战，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把沿黄生态保护好，

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办好群众所急、 所需、 所盼的民生实事。 要聚

焦“ 三山一滩” 特别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和

特殊贫困群体实施攻坚， 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

问题。 要出台更多鼓励就业创业的措施， 重点解决好高校

毕业生、 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 农民工、 返乡人员等重点

人群的就业问题。 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提高基层社

会治理能力， 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传承 、 创新 、 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推进媒

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建设全媒体， 更加注重网络内容建设，

让网络空间正气充盈。

习近平强调， “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 第

一批已经结束， 第二批刚刚启动。 各级党委要总结运用好

第一批主题教育成果，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第二批主题

教育层级下移， 线长面广。 要注重分类指导， 力戒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 注重减轻基层负担， 注重开门抓教育， 注

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 切实把党中央关于

主题教育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 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

基地， 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 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

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开展主题教育， 要让广大党员、 干部

在接受红色教育中守初心、 担使命， 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

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丁薛祥、 刘鹤、 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

考察。

考察期间， 习近平在郑州亲切接见驻河南部队副师职

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

驻河南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 ，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

张又侠陪同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