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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声/广告 ]

我机构由于长期无法与以下单位取得联系，全县涉及账户共 66户，造成公司账户对账、年检、销户工作无法开展，现将账户信息公告如下：

请以上单位自公告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前来我行办理相关业务，逾期我行将进行加办关系撤销及销户处理，业务办理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长新路 2号邮储银行营业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南县支行

2021年11月29日

公 告

编辑同志：
连日来，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长津

湖》在商洛各大影院上线热映。《长津湖》不仅
是一部战争影片，更是一部集中展示中国共
产党人刻进骨髓、融入血液的信仰力量的诗
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列强、维护和平
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观看电影《长津湖》，通
过镜头身临 70 多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战斗
场景，为那些志愿军战士在面对后勤补给困
难、前线物资贫乏；面对极端寒冷和饥饿仍不
惧强敌的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信念，这无不
显现出志愿军指战员战困苦、克艰险，抛头

颅、洒热血的钢铁意志、万众一心的顽强品
格，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翻查资料，真实的历史境遇比电影情节
更为惨烈。历时 28 天的长津湖战役是新中
国军队和“联合国军”的全面对阵，被公认为
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会战之一。“打得一
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这场战役洗刷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耻辱，把新中
国推向国际舞台，赢得了世界尊重，确保了
国土安全；正是在这场战役中，广大志愿军
指战员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用生
命和热血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

了以弱胜强的典范，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
歌，锻造出抗美援朝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和诠释了
伟大建党精神，为新中国的全面崛起奠定了
坚实的精神基础。

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
之战”，那么长津湖战役就是充分体现中华民
族的战斗意志之战。“我们这辈人打仗，是为
了我们的后代不用打仗！”先辈们的巨大付
出，让我们这些后代深切体会到国泰民安、繁
荣昌盛、和平发展的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
英雄、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不忘英烈们的追

求与遗志、不忘他们为国为民作出的伟大牺
牲和用热血与赤诚铸就的崇高精神，筑牢信
仰根基、坚定革命意志、赓续红色血脉，持续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让英雄旗帜永
远飘扬、传承火炬永不熄灭、伟大精神历久弥
新；要以史为鉴、应对挑战、开创未来，从浓缩
的光影中丈量我们从“筚路蓝缕”到“玉汝于
成”的奋斗历程，触发内心的震撼、精神的共
鸣、行动的共振，勇于担当、克难攻坚、只争朝
夕，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能力奋力朝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读者 周烨明

一场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
编辑同志：

在 山 阳 县 中 村 镇 上 湾
村，说起南乐银 11 口人的和
谐之家，当地无人不夸。今
天，借贵报一角分享给大家。

南乐银今年 70 岁，现任
中村镇上湾村和谐之星艺术
团团长，他是一名有 50 年党
龄的老党员，同时也是一位
民间文化老艺人。在任团长
的十几年，他凭着对艺术的
执着追求，一有时间就进行
艺术创作，还多次带领艺术
团参加县级文化会演，坚持
传承中村非遗文化。他的妻
子刘竹瑞，今年 64 岁，患有
心脏病、脑梗，先后做过 5 次
心脏搭桥手术。大儿子南亚
锋长期忙于工作，儿媳妇沈
丽英就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
任，婆婆每次病重她都无微
不至地悉心伺候，家里家外
料理得井井有条，邻里都对
其大加称赞。

除 了 孝 敬 公 婆 外 ，沈
丽英受家庭浓厚艺术氛围的熏陶。镇上和村上组
织集体活动，她总是踊跃参加，还带领其他年轻妇
女一起加入。在组织的各类舞蹈和戏剧节目中，她
作为骨干力量，主动承担责任，耐心指导帮助姐妹
们。无论是大型节目还是小型的自娱自乐，大家在
她的带动下不仅丰富了业余生活，也感受到了艺术
带来的欢乐。

南乐银在家常说：“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是由很
多小家庭组成的，咱们家也不例外，只有家庭和谐，
日子才能过好。”一年一度的中村社火表演，常常能
看到南乐银一家人忙碌的身影。南乐银负责艺术
团的整个演出指导，对待每一场演出他总是不厌其
烦，精益求精，给大家耐心指导每一个动作和细节，
争取让节目在观众面前展现出最完美的一面。而
家里其他人也是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全镇群众的一起努力和支持下，中村的社
火 在 市 、县 、镇 多 次 表 演 中 为 村 集 体 赢 得 了 荣 誉 。
南乐银对事业的热爱和不懈努力，时时处处感染和
影响着一大家人。如今，儿子虽已成家立业，但依
旧和父母住在一起，父贤子孝，和亲睦邻，村里无人
不羡慕称赞。

读者 齐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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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市区江南小区广场看到，许多儿童在
没有家长看护的情况下随意踩踏公共设施。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呼吁加强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持续巩固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 （记者 方 方 摄）

△近日，山阳县小河口镇红星村“四支队伍”干部为该村散居五保户李相有送去棉
鞋、大衣、暖水壶等过冬生活用品。冬季来临，小河口镇对散居五保户、孤寡老人开展送
温暖活动，确保他们温暖过冬。 （宁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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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03010014628930

961004010000798910

961004010000988933

961004010004750008

961004010013308889

961005010003850089

961005010003974780

961005010004358942

961005010004720059

961006010001748920

961006010001986686

961006010002537835

961006010003306701

961006010003998903

961006010004060026

961006010004228425

9610070100021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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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商南县清油河镇 90后山里人创业店(电子商务)

商洛永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商南县为民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商南丹江油脂加工厂

商南县惠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华茂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长盛林果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丰源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商洛市华瑞通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商南县荣发农林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海弘百川奶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聚源纺织有限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环球通讯部

商南县清油河镇船仓茶场

商南县天地源魔芋种植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富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连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三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南分公司

商南县试马镇扶民良种猪繁育场

商南县邦晟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商洛市梓桐工贸有限公司

商南县广信电子通讯有限公司

商洛市皇家潮街商贸有限公司

商南县冷水河连翘种植专业合作社

商洛锦园康乐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开源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商洛市林海木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宏源种公猪养殖有限公司

商南县海鑫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商南县舜泽矿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昶盛养猪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仙珍御品羊肚菌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普天广告有限公司

客户账号

100329266170010001

100337174520010001

100415057170010001

100846208520010001

961000010002120000

961001010000848957

961004010002108928

961004010002156711

961005010002526714

961008010002476669

961008010002476677

961008010002788964

100149339610010001

100893834980010001

100030298700010001

100046945070010002

100123264080010001

100146054520010001

100153798230011689

100320351610010001

100418382170010001

100631422150010003

100863392610010001

100867784350010001

961000010000848958

961000010002385561

961000010002788962

961000010003045578

961001010001318927

961001010003045577

961003010001768889

961007010001468908

961007010002718905

账户名称

商南县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商南县顺炜工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鹿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商南县闯王寨国华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商洛市荣昌实业有限公司

商南县艳平商贸有限公司

商南县圣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西岸人文咖啡馆

商南县关龙有机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商南县华音通信有限公司

商南县风云通信有限公司

商南县东峰农牧有限公司

商南县民生综合批发部

商洛市秦边兴华农贸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邮电工会商南县邮政局委员会

陕西省商洛公路管理局商南收费站

商南县八龙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公安消防大队基建专户

商南县聚源大厦基建专户

商南县科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振兴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陕西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商南县项目部收入户

商南县山乡居食府

商南县城关镇大碗厨鱼庄

商南县敏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青山书院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商洛市水中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光超电脑店

商南永利饲料有限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创意文具店

商南县龙鑫矿产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城关镇宏利租赁站

商洛市骏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