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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地 利 奥 合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行
机构编码：B0083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20
批准成立日期：1999年12月0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1 号北京
国际俱乐部200室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09日

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编码：S0006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3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8月31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康庄路 52 号院 14 号楼 1
层110、111、112、113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23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文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16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3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9号正仁大
厦一层和7号东城区文化馆主楼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4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联
港嘉园分理处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35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3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罗奇营路26号1层104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25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53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3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外大街甲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25日

北 京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渠 门
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20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东区 15 号楼
2-10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4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18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11 号院2
号楼一层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4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陶然亭支行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15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36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1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6号1-2层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25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坛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13号一层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4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井支行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07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3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丰北路81号一层1-4号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25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武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1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4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号广安大厦
一层、四层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4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2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1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 号院 1 号楼
5-102、5-203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04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关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6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8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6月09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东店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08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41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9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17号楼101内1层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01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沙峪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9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6月09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双裕街 45 号地
上一层1-10号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堡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6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0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三号院 2 号楼-
1至1层S-126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20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时代花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6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0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时代花园东街 8 号院 1
号楼1层109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20日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140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57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03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01 号永兴花园
饭店B座及裙楼一、二层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19日

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022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18
批准成立日期：2000年10月04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6 号北
京汉华国际饭店写字楼8-10层
发证日期：2017年05月08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6 日电 （记者杨帆 李继伟）
2016 年以来，河北省衡水、沧州、保定、石家庄等地不断

有“新闻记者”以曝光问题为由向企业索要钱财，影响极
坏。河北省有关部门通过深入侦查，最终打掉一特大假记
者团伙，破获敲诈勒索案件总计38起，截至目前22名犯罪
嫌疑人已全部到案并移送检方起诉。

2016 年 11 月，河北衡水市公安机关频繁接到群众举
报称，有“记者”以曝光问题为由向企业敲诈勒索。经过
走访摸排，办案民警了解到涉案人赵某峰系衡水武邑县
韩庄镇宋村人，经常聚集一伙人开车到衡水市周边各县
转悠，尽管没有正当职业却自称是“媒体记者”，找一些中
小企业要钱。

调查过程中，民警还发现以史某望为首的另一伙假记
者。这些假记者不仅制作了“网络记者证”“特约记者证”

“高级调研员”等五花八门的假证件，还有专用车辆和胸牌、
车标，有的还通过花钱或其他方式办理了一些媒体的证件。

警方发现，这些假记者经常交叉结伙出行，驾车流窜至
衡水及周边县市，寻找企业实施敲诈勒索。该团伙从2016
年3月以来，以曝光企业问题来索要封口费，价格从几百元
到几万元不等，作案范围涉及衡水、沧州、石家庄等地的十
余县市。

今年 3 月 17 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公安部对该
案联合挂牌督办。有关部门按图索骥顺藤摸瓜，专案组先
后两次集中收网，截至目前，22 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
并移送检方起诉。

河北打掉一特大假记者团伙
22名团伙成员被抓

6 月 23 日 15 时 18 分，
政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吴贤
耀突发疾病离世，生命定格
在 47 岁。前一刻，吴贤耀
还奋战在抗洪救灾的第一
线，鞋上满是泥土⋯⋯

6月21日夜，七星关区
普降大雨，多地受灾严重。
22 日上午 9 时许，雨势增
大，汛情警报一触即发。正
在召开的区委常委会提前结
束，党员干部奔赴各自挂帮
的乡镇共同抗洪救灾。吴贤
耀从会场直接赶往挂帮乡镇
——80多公里外的大屯乡。

越野车在崎岖的山路上
颠簸。车外，大雨倾盆；车
内，吴贤耀心急如焚。他不
时用手机和当地干部联系，
1.86万余名群众和在现场抗
洪抢险干部的安危，成了吴
贤耀最大的牵挂。

一到大屯乡，吴贤耀立
即主持救灾紧急会议，成立
临时指挥部，安排部署救灾
事宜。随后与乡干部一道走
村串户核查灾情，指导开展
救灾工作。

“要快！要讲速度！”在
救灾现场，看着被堵塞的河
道、被洪水淹没的庄稼⋯⋯
吴贤耀一再说要尽最大努力
把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

就这样，连日的劳累使
吴贤耀于 23 日下午突发疾
病倒下，再也没有醒来，与
大屯乡的抗灾干群一起度过
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入汛以来，贵州省连续
多日大范围降雨，引发严重

的洪涝灾害，多地出现洪涝、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
灾害，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
较大影响。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员领导干部；哪里有困
难，哪里就有党员突击队。面对灾情，贵州省广大党
员干部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积极开
展抗灾自救，把对党的忠诚担当写在抗洪救灾的一
线，有力维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22日傍晚，瓢泼大雨将贵州省余庆县龙家镇
光辉社区居民喻厚加的房屋围困。

“我是党员我先上！”得知情况后，社区支部书记
张思韬迅速召集陈金、常天池、罗光武等6名党员干
部进行救援，积极帮助喻厚加转移财物、排水、清理
障碍物⋯⋯直至凌晨，将喻厚加家中的水和杂物清理
完毕后，张思韬等人才安心离去。

贵州省委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立即行动起
来，加强对防灾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强
化预测预警、应急应对和救援救助，把巡查值守、转
移避险等各项预防措施落实到最基层和责任人，确保
不留死角。

6月29日，贵州福泉市遭受特大暴雨袭击，降水
量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灾情
发生后，福泉市公安局迅即组织干警挨家挨户排查险
情，救助被困人员。

当福泉公安局龙昌派出所民警王昌程等人巡查到
福泉磷肥厂地段时，发现龙昌河河水猛涨，已经超过
警戒水位，而河对岸还住着 10 多位行动不便的老
人。他们立即拉好警戒线，穿上救生衣，跳入湍急的
河水中，到对岸挨家挨户敲门查看情况，最终冒雨奋
斗3个多小时，将被困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贵州省委组织部还就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积极参
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广大第
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在灾情面前坚守工作岗位，冲锋
在防灾抗灾救灾最前线，帮助基层和群众应对困难、
防范灾害、化解险情。

贵州广大军民干群奋战抗洪抢险一线

—
—

党员突击队冲在最前面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抗洪抢险，许多人都是冲锋在
一线，无畏无惧。还有一群人，他
们坚守在大后方，同样英勇果敢。

7月5日凌晨4点多钟，办公室
的电扇咔咔作响，江西南昌市南昌
县幽兰镇副镇长周茜仍在协调防洪
工作。这是周茜第二次担任防汛后
勤指挥工作，后勤工作虽比不上前
线的条件艰苦，但 11 个人要保障
3000多人的抗洪物资，事务繁杂。

天微微亮，周茜早饭都来不及
吃，就开始在各个分指挥部之间来

回穿梭，统计各个点的物资使用及
储备、防汛通道清杀等情况。除了
驱车在各点之间来往，长达几十公
里的300多个圩堤哨岗点，她都是
拿着笔记本，连走带跑地一个一个
点勘察统计。中午，下起大雨，周
茜在堤上匆匆吃了几口饭，挽起袖
子和裤腿跑向下一个哨岗点。

晚上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了，
一包方便面是周茜这一整天吃到的
最丰盛的“美味佳肴”。电话再次突
然响起，周茜明显感觉到脑袋胀痛，

但还是坚持接听报告各个水位情况
电话，伴随着浑身发冷，她清楚地意
识到自己发烧了。她赶紧到镇卫生
院简单检查之后打了紧急退烧针，
又立刻返回办公室继续筹备物资。

7 月 6 日，凌晨 4 点多，“新联
圩堤分指挥部有些物资快用完了，
我得赶快送过去。”周茜和几位同
事找来推车，把一袋袋重几十公斤
的沙子往上搬运，男同事忙不过
来，她就加入搬运队伍，接着又推
着车往圩堤赶去⋯⋯

6月30日深夜两点，湖南省常
德市鼎城区纪委书记王明东接到
抗洪任务后，即刻赶往已超出警戒
水位、带病运行的超美水库。暴雨
中，小车飞奔在花岩溪的山道上。

行驶至高岩塘时，水漫过路面
50厘米，汽车行驶十分危险。暴雨
如注，眼前一片漆黑。凭现状，要赶
到防汛责任区域的唯一办法，只能
从麻家溪码头乘船走1.8公里水路
到达，而此段水路七弯八拐，同行的
人都建议暂缓行程。但王明东坚
定地说：“今夜必须赶往泉水洞。”

泉水洞是花岩溪村的一个村
民小组，其位置就在超美水库大坝
下方。一旦大坝有事，村庄将遭受
严重损失。他们找到船家，大家摸
索前行，在暴风骤雨中绕过一道一
道水湾。此时，水库大坝已经开始
泄洪，泄洪道下面是 8 米高的冲
坑，如果船被洪流卷入泄洪道，其
后果不堪设想。以往只需 15 分钟

的行程，花了半个多小时，大家才
终于安全抵达水库大坝。

昏暗的灯光下，王明东一边编
发指令指挥枉水灌区一线干群抗
洪抢险，一边安排后勤人员调运防
汛物资，做到随要随到。大雨不停
地下着，库水也在连续上涨。东面
是高水位运行的超美水库，西北南
三面已成了水乡泽国，而王明东等
人临时指挥部所在的泉水洞，成了
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

7 月 1 日下午 3 点，超美水库
实时水位 125.40 米，超出警戒水
位 1.9 米，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作
为枉水灌区分指挥部政委，他深知
超美的抗洪成败直接影响到下游
五溪水库、跃进水库、沧山水库的
安危。王明东一边实地查看险情，
针对左坝渗漏、溢洪道监测、水淹
道路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判，迅速
科学调度，一边召集枉水灌区跃进
管理所、超美水库管理所、花岩溪

管理处、花岩溪镇党委及相关技术
指导负责同志参加紧急调度会。

7月1日晚8点开会时，技术人
员建议：超美水库是 4 座水库中位
置最高的，只要将通往五溪水库涵
洞的闸门打开，洪水就可以泄向五
溪水库，再分流到跃进水库，通过一
段时间泄洪，超美水库将会处在相
对安全的状态。但这样可能会增加
五溪水库的防汛压力，也有可能给
整个枉水灌区带来危险。王明东立
即否定：“不行！五溪水库也是病险
水库，如果打开闸门向五溪水库泄
洪，势必会降低五溪水库调蓄能力，
这样做只是将危险从超美水库转
移给五溪水库。咱们得守住，不能给
整个枉水灌区增加一丝危险！”

王明东等人和抗洪的村民们
同吃同住三昼夜，由于指挥靠前得
当，干群勇敢顽强，超美水库一直
处在相对安全状态，整个枉水灌区
防汛抗洪工作紧张有序。

湖南常德：奋战“孤岛”三昼夜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欧阳雁

江西南昌：小镇后勤保障忙
本报记者 刘 兴

本报北京 7 月 6 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2017 中国食
品辟谣论坛暨中国食品谣言智能预警处理平台上线仪式
6 日举行。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副主任周展科在仪式上表示，去
年，全国各级网络举报机构共受理举报 4080 万件，其中谣
言类举报 12.2 万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安全
法》及相关法规已经正式实施，在治理网络谣言等方面作出
明确规定，为构建良好网络秩序提供了保障。

“上线的中国食品谣言智能预警处理系统，将为广大
网民提供一个便捷、权威的谣言查询及科普平台，同时随
着这一平台功能的完善，将实现全网监测、及时报警和联
合处置，将为广大企业提供一套处理谣言的快捷解决方
案。”新华网董事、常务副总裁魏紫川透露，中国食品辟谣
联盟今后将继续开展多项辟谣和科普活动，与相关政府
部门、媒体同行、企业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消费诚信的市
场环境。

食品谣言智能预警处理平台正式上线
将实现全网监测、及时报警和联合处置

本报呼和浩特 7 月 6 日电 记者罗霄报道：7 月 6 日，
2017 年内蒙古科右中旗国际赛马文化旅游活动周在科右
中旗图什业图赛马场盛大开幕。为期4天的活动周内容包
括：第四届内蒙古 （国际） 马术节暨科右中旗一带一路国
际骑师邀请赛、第十届中国速度赛马大奖赛、中华民族大
赛马—环翰嘎利湖传统耐力赛、2017 年科右中旗招商推
介会暨国际马产业论坛、科尔沁草原休闲旅游节、科尔沁
美食节等主题活动。来自国内外近3万名观众相约兴安盟
科右中旗，一起品味科尔沁文化的盛宴，共同感受科尔沁
赛马的激情。

据悉，2017内蒙古科右中旗国际赛马文化旅游活动周
共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嘉宾出席。此次活动周是全
国赛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参赛代表队最多的一次。

内蒙古科右中旗国际赛马
文 化 旅 游 活 动 周 开 幕

7月3日，来自武警、消防、海事等部门的救援人员用充气艇将桂林旅游学院受困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
南方严峻的汛情，许多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共产党员不辱职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用担当抚平风浪，在雨大风狂处
守护万家灯火⋯⋯ 李绚丽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