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军事夏令营 强体魄练意志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四季

花海当中， 伴随着一声声的口号，
蜀山区蜀麓苑社区联合实创公益，
社区军警少年志愿队于 7 月中旬
正式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事晨跑
营活动。

活动中每名 “小战士 ”在教官

的带领下充分活动了身体，保证了
在接下来的晨跑中不会出现训练
伤。 随着跑步的时间增长，运动量
增大之后，有几位“小战士”因体力
不支而有所懈怠，但在志愿教官鼓
励下，孩子们都跟上了大部队。 结
束之际， 教官还组织了放松运动，

让每名 “小战士 ”都进行了韧带拉
伸，辅助促进骨骼发育并有效地保
护关节。 活动迎得了随队家长的阵
阵好评。

最后教官对今天的晨跑进行
了总结和评价 ， 对表现突出的孩
子进行鼓励和肯定 ， 增强了孩子

们的信心 ， 磨练了孩子们的意志
力和培养了不怕吃苦的精神 。 下
一步社区将根据居民需求 ， 组织
志愿家长骨干 ， 自发自愿以多种
形式开展暑期活动 ， 丰富社区儿
童暑期生活。

王敏 王红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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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枞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催收公告
下列借款人（住址没有注明县市的，都为枞阳县辖内）在安徽枞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已到期，但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现已逾期。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予以公告催收。 请下列借款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本行联系，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安徽枞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借款人姓名 借款人地址 借款人身份证号 借款日期 借款结欠金额（元）
洪成市 陈瑶湖镇青山村 340823196507147815 2010-2-2 10000
李六二 陈瑶湖镇水圩村改进组 23 号 342823196308267517 2013-3-3 40000
陆西云 陈瑶湖镇桂庄村后畈组 340823196404187515 2008-12-29 100000
王太明 陈瑶湖镇老排村 340823196302187717 2009-12-28 550000
王太明 陈瑶湖镇老排村红权组 340823196302187717 2010-6-30 900000
谢方求 陈瑶湖镇水圩村改进组 28 号 342823197412307536 2013-6-1 99991.92
谢国平 陈瑶湖镇青山村新庄组 40 号 340823198506077535 2010-2-8 10000
谢和发 陈瑶湖镇水圩村圩中组 342823194906177512 2008-5-6 60000
谢三友 陈瑶湖镇水圩村圩东组 63 号 2014-4-29 50000

徐有高 陈瑶湖镇苎镇村和平组 8 号 340823197805227519 2013-4-16 91998.97
章二伢 陈瑶湖镇老排村红星组 1 号 342823196507147710 2011-5-22 30000
周 杰 陈瑶湖镇普济村胜利组 340823197205097714 2009-1-21 50000
周立义 陈瑶湖镇白云村 340823196912077857 2009-5-27 30000
周美桂 陈瑶湖镇高桥村路边组 10 号 342823196204297834 2011-2-28 30000
周美华 陈瑶湖镇虾溪村松元组 340823197702267577 2009-1-21 30000
周琴琴 陈瑶湖镇高桥村桥西组 32 号 340823198805197529 2009-1-21 30000
周义平 陈瑶湖镇白云村 340823197402257537 2009-5-13 30000
朱佳荣 陈瑶湖镇花山村新河组 340823197911107027 2009-1-17 30000

谢卫琴 陈瑶湖镇青山村新华组 41 号 340823196912017811 2009-1-16 30000
借款人姓名 借款人地址 借款人身份证号 借款日期 借款结欠金额（元）

借款人姓名 借款人地址 借款人身份证号 借款日期 借款结欠金额（元） 借款担保人 借款担保人地址 借款担保人身份证号码

枞阳县太平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陈瑶湖镇前河村 91340762786508008T 2014-7-26 600000 严太平
张金连

陈瑶湖镇前河村前严组 52 号
陈瑶湖镇前河村前严组 52 号

340823195606227517
342823195808287528

关于清理杜鹃信用卡长期不动户的公告
尊敬的杜鹃信用卡客户：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工作， 切实保障客户的账户与
资金安全，提升信用卡业务惠民便民服务质效，以高
质量发展更好支持科学理性消费， 根据中国银保监
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
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安徽省个人银行账户“减存量
控风险”专项行动方案》工作要求，我行将对杜鹃信
用卡长期不动户进行清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清理范围
2021 年 7 月 30 日起未发生主动动账交易，且账

户未透支、溢缴款余额在 10 元以内的杜鹃信用卡账
户。

二、清理时间
我行将于 2022 年 7 月 30 日起开展清理工作。
三、 特别提示
（一）如您的账户在上述清理范围内，可于公告

发布日起 30 日内激活并主动发起消费交易 1 笔，以
免被清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您也可以根据自身需
要，通过电话、柜面等渠道申请销户。

（二）我行将对杜鹃信用卡长期不动账户清理事
项实行为期 30 天的公告。 如您未在公告期办理相关
事宜， 我行将依据公告内容对符合条件的杜鹃信用
卡长期不动户采取销户/降额/止付等措施。 若您需
保留信用卡账户， 可在收到销户短信一个月内联系
我行进行“销户撤销”并进行刷卡消费。

（三）账户清理期间，我行工作人员不会要求您
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提供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
信息，也不会发送“账户清理”、“账户核实”、“激活账
户” 等相关手机链接或以任何理由要求您给指定账
户进行资金操作，请您注意防范诈骗风险，不要点击
不明链接或将您的个人信息、 账户密码和短信验证
码等透露给任何人。

感谢您对我行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由
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请咨询阜
南农商银行任一营业网点，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我
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

特此公告！
安徽阜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9 日

更换社保卡
近期，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

街道汲桥新村社区退管服务站携
手邮政储蓄银行双岗支行为社区
企退人员现场更换第三代社会保
障卡， 解答有关第三代社保卡各
种问题 ，“零距离 ” 为民服务 。

方强 唐智

营造禁毒氛围
为进一步强化群众禁毒意

识，近日，埇桥公安分局蒿沟派出
所组织“江淮义警”志愿者深入辖
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他们向群
众讲解毒品概念、种类、危害性，
以及如何远离毒品等知识， 营造
了浓厚的禁毒氛围。 陈丽

提升村民组长综合素养
为进一步提升村民组长工作

能力，激发村民组长干事热情，金
寨县青山镇通过开展常态化培
训， 不断提高村民组长政策理论

水平和致富带富本领。 同时，加
大对非党员村民组长的培养力
度， 努力提高党员在村民组长队
伍中的比重。 王智

绿色振兴 赶超发展
金寨县燕子河镇积极推进

“绿色振兴、赶超发展”先锋行动
落地，推动形成“争当先锋、争创
一流”的良好氛围。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
生活，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并运用实践；推
深做实“四送一服”和“民呼我应”
专项行动。 常态化走访， 收集问
题并解决突出问题； 发挥纪委作
用， 排查梳理党员干部行使权力
中存在的廉洁风险。 杨娜娜

禁毒反诈宣传进企业
近日，利辛县胡集镇组织开

展禁毒反诈宣传进企业活动 。
活动中 ， 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
和退役军人志愿者向企业员工
发放宣传资料 ， 讲解禁毒反诈

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 此次宣传
共走进企业 3 家 ， 发放宣传单
300 余份， 提高了员工的禁毒反
诈意识。

刘钊 张念龙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提

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7 月 26 日，利
辛县王人镇食安办联合市场所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该镇通过悬挂横幅、现场讲解、
发放资料等形式宣传食品安全法 ，

告知食品安全注意事项、 假冒伪劣
食品辨别技巧、举报电话等，劝导群
众不买不放心食品。 活动共发放宣
传资料 150 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 40
多人次。

于德军

重视老年人健康
近日，南陵县籍山镇老龄办、

卫健办，碧桂园社区老年协、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到碧桂园社区，开
展 “改善老年营养、 促进老年健
康”宣传周义诊服务活动，向老年
人宣传常见疾病预防及治疗方
法。 何洁 梁卉

普及禁毒知识
近期， 埇桥公安分局杨庄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入村居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 民警结合典型案例详
细讲解毒品的危害， 加强群众对
毒品危害的认识， 普及毒品预防
知识， 切实提高了群众的防范能
力。 张涛

为驻村干部送“清凉”
为充分体现对选派驻村干部的

关怀，7 月 20 日至 8 月 20 日， 蒙城
县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开展为选派驻
村干部“夏送清凉”系列活动。

7 月 26 日， 在篱笆镇骆庙村 ，
院党委书记汪兆军 、党委委员魏祥
利及相关科室人员一行走访慰问
驻村干部邓灿 ， 并送去了牛奶 、矿
泉水、毛巾、洗发水、花露水、蚊香 、
口罩、酒精等夏季必备用品和防疫

物资， 把组织的关心送到选派干部
身边。

汪兆军询问驻村干部生活工作
及家庭生活是否有困难，同时嘱咐增
强驻村安全意识。

“送清凉”活动让选派驻村干部
感受到组织的关爱和温暖，进一步激
发了履职尽职的责任感及爱岗敬业
的积极性。

魏祥利 邓克明

党建引领助推移风易俗
近年来,界首市任寨乡积极组织

开展“党建+移风易俗”助力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 提升农民精神面貌，焕
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该乡通过开展党员移风易俗宣

讲、道德讲堂、张贴倡议书等方式，极
大提高村民知晓率，结合春节、元宵
节等传统节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拓展节日文化内涵，引导群众
远离陈规陋习。 杨晓玲

启动助学成才项目
近日，太和县高庙镇卫健办启动

2022 年助学成才项目， 解决困难家
庭子女就学压力。

该镇卫健办先后帮助几十名贫
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今年助学成才
主要对象是被普通高校和高职学校

录取并入学的品学兼优的困难计生
家庭子女。 他们严格标准条件，认真
审核把关，对符合条件的计生家庭子
女给予资助， 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学
有所成。

刘翠玲

讲解老年健康知识
为了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

意识，营造良好的爱老、敬老、助老、
孝老社会风气，近日，包河区大圩镇
学塘村开展了“改善老年营养、促进
老年健康”的主题知识讲座，

该村利用通俗易懂的讲解 ，向

老年人介绍了相关健康知识， 为社
区居民搭建了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
平台，增强了他们对饮食保健、科学
养生的重视。 活动受到辖区居民的
一致好评。

李民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