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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关民生

本周怀柔电视台节目本周怀柔电视台节目
■《文化怀柔》

7月4日播出。

■《安全在线》

7月5日播出。

■《法制时刻》

7月6日播出。

■《健康有约》

7月7日播出。

■《怀柔环境》

7月8日播出。

■《生活大观园》

7月9日播出。

■《文明在身边》

7月10日播出。

异议申请途径
个人认为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存在

错误、遗漏的，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向北京分中心、人行中关村中支提出
异议申请，也可直接向异议信息涉及
的商业银行经办机构提出质询。

提交异议申请流程
1.本人提出异议申请
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供查

验，同时填写《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
并留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第二
代身份证须复印正反两面）、军官证、
士兵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台湾同胞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
居留证等。

若异议申请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
证件、相关申请材料不全或异议申请
表中的异议信息描述不清楚的，不予
受理。

2.委托他人提出异议申请
委托他人代理提出异议申请的，

代理人应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供
查验，同时填写《个人征信异议申请
表》并留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备查。

若异议申请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

证件、相关申请材料不全或异议申请
表中的异议信息描述不清楚的，不予
受理。

异议处理
征信中心受理异议申请后，将联

系提供此异议信息的商业银行进行核
查，并于受理异议申请后的20日内回
复异议申请人。

异议申请受理地址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北京分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6

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A座907A、907B
电话：68559206
对外服务时间：工作日 8：45—

16：30
人行中关村中心支行(柜台查询/

自助查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 号

中关村金融大厦一层
电话：88655633
对外服务时间：工作日 9:00-11:

30；13:00-16:30。
谢迎春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处理途径及申请条件

本报讯（记者钟勇辉 通讯员孟
阳 王倩）近日，雁栖镇下庄村李宝杰
和许连兰两人，在京密引水渠里救起
了一位59岁的落水老人，不仅落水者
连连感谢，对于两人的壮举，村里人也
都竖起了大拇哥。

6 月 22 日上午 9 点左右，雁栖镇
下庄村 55 岁的许连兰推着自行车给
家里养的兔子打草，当经过京密引水
渠附近的时候，听到水里有人喊救命，
正巧这时，同村58岁的李宝杰也路过
这里，两人寻着喊声一瞧，水面上有一
个人。

李宝杰赶紧从三轮车上取下扁
担，试图用它把落水者拽上来，但木质
的扁担加上铁钩不到两米，距离落水
者仍有一段距离，眼瞅着落水者的身
体不断下沉，危机时刻，李宝杰一边把
扁担递给一旁的许连兰，一边脱去裤
子就跳下了水。落水人所处的京密引

水渠，宽十米左右，目测水深也有三米
多，不仅如此，水渠两边全都是水泥抹
成的斜坡，接近水面以及水面以下的
斜坡表面上，全都布满了青苔，特别
滑，别说不会水的，就是游泳不赖的，
上来也费劲。

但为了救人，李宝杰也顾不上这
些了，凭借着水性好，片刻之后，他就
游到了落水者的近前。此时的落水者
已经漂到了水渠中间，他用力拽着落
水者朝岸边游。在快到岸边的时候，许
连兰手中的扁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李宝杰用力拉着扁担，岸上的许连
兰也用尽力气拽，两人费劲了全力，这
才把落水者救上了岸。

战战兢兢的落水者，不仅脸色发
白，就连嘴里也说不出一句整话。过了
一会儿，落水者的情绪和身体恢复了
一些，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和落水的
原因。原来，落水者叫张国文，是丰宁

人，今年 59 岁，在京密引水渠边负责
看管工程用的护栏。6月22日上午，他
拿着水桶，想到水渠里灌点水洗脸，但
因为斜坡太滑，一个不留神，脚底下一
出溜，就落入了水中。虽说当时水流不
是特别急，但因为年岁大加之不会游
泳，落入水中的他，感觉这回完了。但
所幸的是，平时知道落水以后不能慌，
张国文就有意地减少手脚的动作，随
着水流一起漂，直到被救起的时候，他
距离落水的位置已经漂出了 200 多
米。如果不是碰到了恰好经过这里的
了李宝杰和许连兰两人，真不敢想还
能不能活着上来。

李宝杰和许连兰两人扶着他回到
了临时居住地，看着他身体没什么事
了，又嘱咐了两句，就打算告辞。但这
时，张国文却跪在两人面前，一瞧这架
势，两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您可不用
这样，都是应当的。”随后，两人便各忙

各的去了。李宝杰收拾好扁担，骑上三
轮车到租的山场干农活，许连兰也骑
着自行车回家了。

中午，当李宝杰下山准备回家，半
路上，张国文已经等候多时了。原来，
老人想给李宝杰点钱表示感谢，一听
这话，李宝杰摆了摆手：“您挣钱不容
易，自己留着吧，咱救您不为这个，换
成谁都得帮。”许连兰在经历了惊心
动魄的半天之后，回到家，在微信朋友
圈里把今天的事，把李宝杰如何救人
的举动发了出去，朋友圈的姐妹儿们
一看，纷纷点赞，夸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宝杰的见
义勇为，可不止这一回，在他刚上四年
级的时候，就在村边的一个水池里救
过两个同学。对于这些举动，李宝杰看
得很平淡：“这事，搁谁身上都会做，咱
当过兵，虽说早就退伍了，但部队教
的，咱没忘，这点事不算啥。”

下庄村俩农民救起丰宁落水老汉

近日，怀柔警方在庙城镇金善名
居小区门口，返还前一天晚上被盗的
17组电动车电瓶。

5 月份以来，我区发生多起电瓶
被盗案，怀柔警方加大打击巡逻防范
力度，在调取监控录像时，办案民警发
现一辆长安奔奔行迹十分可疑。经过
蹲守，可疑车辆再次出现时办案民警
悄悄跟上此车。跟至朝阳区一废品收
购站时，犯罪嫌疑人从车上搬下多块

电瓶与此废品收购站的经营者交易。
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抓获犯罪嫌疑人张
某某、刘某某和收购电瓶的郭某某，当
场查获了17组电瓶。经初步核实破案
30余起，当场查获电动车电瓶 17组。
现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张某某因涉嫌
盗窃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郭某某
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刑事拘
留，案件核破工作正在进行中。

警方提示：电动车锁具应选择知

名品牌C级锁芯。该锁如果用强扭工
具开启锁芯，锁芯内部破坏，自爆锁
死，导致无法开启。

张吉成

警方破获系列盗电瓶车电池案

泉河街道
干部学国学

本报讯（通讯员 郭娜）近日，泉河
街道总工会举办国学知识讲座，街居
近300名干部职工参加。

讲座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
壁生教授结合《论语》和传统文化中的
国学经典，利用大量的事例，详细讲解
了《论语》在国学中的地位、《论语》中
的圣人气象、孝为人本、仁者爱人、为
政以德五个方面的内容。

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金浩 通讯员吴妍）
暑假将至，琉璃庙镇司法所走进琉
璃庙镇中心小学，为同学们带来暑
假安全注意事项和毒品知识的专题
讲座。

讲座中，司法所工作人员首先向
大家介绍什么是毒品和毒品的危害
性，最后指出青少年应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了解毒品的危害，防止吸毒。同
时还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及暑假
同学们可能会面临的不同情形，讲解
了防溺水、防中暑、交通安全、用电安
全、游戏安全等。

线杆扶正加固了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文君）近
日，网格员发现怀北镇政府大门
南侧，一根电线杆因水渠滑坡底
部松动导致倾斜，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立即上报中心。中心第一
时间联系发改委。发改委立即到
现场将线杆扶正加固。

三幼大班小朋友毕业了三幼大班小朋友毕业了 柳帅柳帅 摄摄

7月11日 甘涧峪路 6:00-19:00
怀柔镇甘涧峪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1日 范大路 6:00-18:00
怀北镇西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1日 庙龙路 6:00-20:00
庙城镇郑重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1日 太平庄路 7:00-18:00
杨宋镇太平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1日 桥宅路 7:00-18:00
桥梓镇北宅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2日 东大路 6:00-19:00
怀北镇龙各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2日 范大路 6:00-19:00
怀北镇西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2日 燕松二路 6:00-20:00
怀柔镇北京艺汇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统一饮品有限公司燕松二路
电源
7月12日 黄花城路 6:00-14:00
九渡河镇石湖峪小区、北京新兴联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立远、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石湖峪
村）、怀柔西水峪水库管理处、北京黄
花城长城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
水峪旅游渡假村、王文禄、水长城、怀
柔西水峪水库管理处、北京黄花城长
城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石湖峪村、
西水峪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2日 太平庄路 7:00-18:00
杨宋镇太平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2日 桥宅路 7:00-18:00
桥梓镇北宅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3日 辛六路 5:00-22:00
渤海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
司（四渡河村）、北京六渡河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六渡河原始部
落园）、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培训中心
（六渡河碧泉山庄）、北京清悦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四渡河村、五渡河村、六
渡河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3日 农田路 6:00-20:00
九渡河镇九渡河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3日 怀房路 6:00-18:00
怀柔镇北京艺序包装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万泉渔业有限公司、北京飞燕
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北京金兴华工贸
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区交通局（怀柔
医院停车场）、北京市怀柔东区建设开
发中心（王化村西南侧）、北京市怀柔
京北新型建材厂、北京同鑫京北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钰泽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诚信庄园养殖有限公司、王化
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3日 太平庄路 7:00-18:00
杨宋镇太平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7月13日 红甘路 5:00-20:00
桥梓镇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口头村村
民委员会（西三村北）、红螺雅园、全国
对台干部培训中心、中央统战部干部
培训中心怀柔分部、西三村村北一带
及附近地区
7月13日 桥台路 6:00-20:00
庙城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
司（西台下村西南）、北京春成生态种
植园、北京市庙城原煤供应站、北京市
西台上福利打包带厂、北京雁栖湖生
态发展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西台下村
西）、西台下村一带及附近地区、金善
铭居小区桥台路电源

未来（7 月 4 日至 6 日）
三天内，我区以阴间多云天
气为主。预计该期间内：平
原地区最高气温在 32 度左
右，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