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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榜”上又见南阳人
雷克：助人为乐 刘培常：敬业奉献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1 月 10 日， 由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
动， 在中国文明网上进行
2017 年 12 月份的“中国
好人榜”投票评议。经广大
网友推荐，各省(区、市)文
明办核实情况、层层筛选，
我市推选的“助人为乐”南

阳好人雷克、“敬业奉献”
邓州好人刘培常荣登 12
月份“中国好人榜”。

雷克， 男，1979 年 11
月生，河南省南阳市卧龙
区志愿服务协会会长。
2010 年以来， 雷克帮扶
600 多户困难家庭， 救助
因患脑积水被父母遗弃
的 4 岁孤儿、患脑积水的

大学生等 50 多人， 先后
荣获河南省金牌志愿者、
南阳市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

刘培常，男，1962年 11
月 22日生，中共党员，现任
河南省邓州市白牛镇故事
桥村党支部书记。他把带领
群众脱贫攻坚作为第一要
务。 村民穷，他带领村民开

办木材加工厂、帮助他们协
调土地、找资金、教技术、跑
销售，增加农民收入；村子
破，他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
修道路、装路灯、建学校、文
化广场……如今，白牛镇故
事桥村人均纯收入从 1800
元增长到 9560元， 环境也
越来越干净整洁，成为名副
其实的宜居村。

唐河县各乡镇人大主席

干事创业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金都 通讯员 华金松 温泉）

为检验唐河县各乡镇人大主席本职工作开展情
况，促使其切实履行好人大主席职责，发挥人大
主席团作用。 唐河县于 1月 10日举办乡镇（街
道）人大主席（工委主任）比武擂台赛。

参加本次比赛的 10 位选手按抽签顺序
依次登台，就各自工作开展、特色亮点逐一进
行演讲展示。 现场评委根据选手们的工作绩
效、工作创新、素质形象进行综合评定打分。

此次擂台赛搭建起了乡镇人大主席干事
创业展示风采的大舞台， 进一步激发了乡镇
人大主席的工作积极性， 开创了乡镇人大工
作新局面。

拐河镇中心学校

上门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记者 徐晴 通讯员 刘文方）“俺

真过意不去啊，路上有这么厚的积雪，他们还
跑来看望俺，还送了这么多东西。 ”日前，方城
县拐河镇养马口村郭家组孤寡贫困户孙长
有、 孙长江和竹园沟组的郝武洲等人接到慰
问品后，感动地说。

暴雪过后，气温降到了零下，方城县人大
代表、拐河镇中心学校校长王德正，副校长陆
修平， 工作人员赵学林等带着价值两千多元
的物资， 先后前往养马口村郭家组、 竹园沟
组、石门组共 12 户贫困户家中进行慰问。 他
们给每户贫困户送去了一张桌子、四个凳子、
一台唱戏机、一袋冬衣等物资，并主动清扫积
雪、打扫卫生。

在这 12 户贫困户当中，郭家组孙长有、孙
长江、 孙长海和竹园沟组的郝武洲都是 70 多
岁的孤寡贫困户，牵动着扶贫工作队的心。 入
冬以来，拐河镇中心学校扶贫工作队几乎天天
入户走访，主动为其解决生活难题，多次捐赠
衣服、被子等物品，让贫困户实实在在感到了
温暖，使这些孤寡老人深受感动。

近日，我市空气质量持
续良好。 蓝天白云下，雪后
的南阳银装素裹， 分外妖
娆。 图为 1 月 11 日，市民在
体育场附近踏雪游玩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雪后南阳
分外妖娆

2017 年，市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受理咨询、投诉、举报 23760 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0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陈 通

讯员 来小可）2017 年，市
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受
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
共 23760 件 ， 办结率达
98.7%，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210万元。

2017年，12315指挥中
心 共 受 理 咨 询 类 电 话

18955 件、投诉类 4097 件、
举报类 708件。 近年来，随
着社会消费观念提升、维权
意识增强，12315 热线已成
为解决消费纠纷、解决民生
问题的重要渠道，接到的投
诉量也逐年增多。为了更加
高效、 便捷地服务消费者，
12315 指挥中心目前共开

通了 11条接听热线， 在工
作日、节假日正常接听。

此外，12315 指挥中心
提醒广大消费者，应正确拨
打 12315热线， 避免重复、
无效拨打。 12315热线人工
服务开通时间为上午 8 时
30 分至 12 时，下午工作时
间秋冬季为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 春夏季为 13
时至 16 时； 在拔打 12315
热线电话后会听到提示音
“热线已接通， 拔打南阳市
工商局请按 1号键，拔打邓
州市工商局请按 2 号键”。
消费者应根据提示正确选
择按键， 避免重复拔打，以
免浪费时间、话费。

享受“返利消费”，70 余人被骗贷
方城警方：被骗金额达不到立案要求

本报讯（记者 赵江波）
日前，方城县杨集乡田先生
致电 12345市长热线称，他
购买电动车时，被车店老板
刘某套用其个人信息贷款
3072元。

田先生说， 去年 8月，
他前往方城县龙城路“天宝
酷车” 电动车店购买电动
车。 该店老板刘某称，公司
会补贴 1000 元广告费，分
9 个月返还给顾客。 于是，
田先生将自己的身份证和
银行卡交给刘某进行登记，
并按对方要求拍照。 随后，
田先生以 1600元的价格推
走了一辆标价 2600元的电

动车。 12月 8日，田先生接
到一通来自深圳的电话，对
方要求他尽快偿还到期贷
款。 从那之后，他每天都会
接到 10余通催款电话。 田
先生的个人征信记录显示，
他于 2017年 9月 6日向一
家名为晋商消费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的机构借贷 3072
元，且逾期未还。

和田先生有同样遭遇
的还有 70余人， 每位受骗
者的贷款金额在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 面对大批受
骗者， 刘某归还部分贷款，
而后将店转让， 人间蒸发。
受骗者们又找到接收该店

的田某，田某用没有安装电
瓶的劣质电动车抵偿部分
贷款后将店铺关闭。

田先生表示，受骗者们
多次前往方城县公安局凤
瑞派出所和方城县刑警大
队报案， 警方未立案调查。
2017年 12月 27日，田先生
将此事反映给方城县信访
局，相关负责人要求方城县
公安局对此事进行调查处
理，但没有得到回复。

方城县公安局宣
传科负责人透露：“凤
瑞派出所和刑警大队
正在着手解决此事，
但经济案件立案涉案

金额需达 20万元，此事所涉
金额达不到要求。 凤瑞派出
所正积极动员受骗群众统计
损失、搜集线索和证据，若达
到可立案金额， 会尽快报批
立案。

对于本报所刊登的报
道，市长热线受理中心将督
促相关部门及时调查处理，
相关部门须在 10 个工作日
内向市长热线受理中心及
本报报送情况反馈。

老人露宿街头

邓州民警伸援手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魏新洲）

日前，邓州市胜利派出所接到报警称，邓州
市新华路大东关建设银行楼下露宿一名流
浪老人。

接到群众报警后，值班民警龚飞、王斌立
即驱车前往救助。 由于道路积雪已经结冰，处
警车辆行进极为艰难。 民警担心老人发生意
外，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
想通过与老人的交谈弄清其身份， 但老人有
智力障碍，无法与人沟通，民警只好将老人送
往邓州市救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