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程曼玉） 今年以来，汝州农商

银行紧紧围绕省联社、市办工作部署，齐

心协力，多措并举，精心下好“三步棋”，

全力助推工作“开门红”。截至 2023年 1
月底，汝州农商银行存款突破 190亿元
大关，存款累计余额 190.14亿元，较年初
增长 80246万元，贷款累计余额 128.69
亿元（含贴现），较年初增长 9251万元。
提早谋划，下好督导“帅”字旗。坚

持“早”字为先，精心周密部署。第一时

间成立领导小组，迅速召开“开门红”启

动会，分解细化竞赛活动方案，确保全

体员工尽快进入作战状态。坚持“干”字

为基，强化定期督导。以一旬为时间节

点，召开一季度“开门红”督导会议，各

项业务指标排名第一的支行负责人进

行经验交流，各项业务指标后三名的支

行负责人表态发言，强化指标评比，形

成督导压力。坚持“严”字为要，持续加

压推进。在支行层面，成立营销小组，根

据岗位的不同分配任务，制定小组考核

办法，内外勤相结合，深耕细作、开拓市

场。

业务联动，下好协作“将”字棋。加强

政银合作，实现多方共赢。号召各支行提

前与镇政府和村委会取得联系，切实发

挥政银合作的最大作用，利用入乡入村

办理社保卡的契机，推进网络金融和贷

款等各项指标的完成，实现政银民三方

共赢。加强产品推介，增强客户兴趣。实

地考察其他同业银行，了解其他银行存

贷款利率和“开门红”活动情况，打造“爆

款”礼品，根据地方特色开展“幸运摇骰

子”“幸运大抽奖”“绑卡享优惠”等活动。

加强业务交流，增强员工技能。定期召开

支行层面的交流探讨会，分享营销优秀

思路经验，表扬先进员工，鞭策后进员

工，增强员工营销技能，提升整体服务水

平。

多向发力，下好宣传“兵”字棋。做好

厅堂布置，设计亮点工程。粘贴墙面地

贴、悬挂新春拉花、精心布置厅堂、摆放

设计礼品、设计展示堆台，切实营造喜气

洋洋、红红火火的“开门红”氛围。做好线

上宣传，扩大知晓范围。以短视频平台为

主要宣传阵地，根据各支行“开门红”特

色，拍摄作品，并通过朋友圈、微信群进

行“裂变式”营销。做好个人激励，激发内

生动力。评选“营销之星”，把激励机制、

竞赛评比、绩效奖励贯穿运用到旺季营

销活动全过程，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压力

传导到位，在全行形成你追我赶、创先争

优的良性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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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日报讯 （记者 魏森元） 2月
1日，汝州市商务局传来消息，在近日举办的
平顶山市第七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

集中签约仪式上，汝州市签约了投资 6.6亿
元的年产 6万吨食用油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投资 3亿元的年产 3万吨精密微通道铝管
项目两个亿元以上项目，至此，汝州市 1月
份已签约 4个亿元以上项目，总投资 21.6亿
元，实现“开门红”。

去年以来，汝州市抢抓新发展格局带来

的新招商机遇，突出招商引资工作“一号工

程”地位，不断完善“四张图谱”、落实“四个

拜访”，构建“主要领导带队、产业专班上阵、

乡镇主体参与”的三级招商工作业态，形成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部门联动的

“大开放”工作格局。同时，坚持统筹协调并

进、创新方式方法，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招商

引资取得新成效。
2022年，汝州市累计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228.8亿元，累计签约项目 50个，总投资
605.01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 3个，总投
资 416亿元。在我省举行的前六期“三个一批”
项目建设活动中，汝州市累计“签约一批”项目
13个，总投资额 175.11亿元，开工率 100%。

去年以来，汝州市进一步明确聚焦尼龙

碳氢新材料、装备制造主导产业，培育生物

医药、绿色食品新兴产业，壮大汝瓷、汝绣、

绿色建材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招引先进制造

业类产业项目产业发展规划，补充完善“四

张图谱”，按图索骥，瞄准重点产业、重点产

业链发力，实施大员上阵、精准招商、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加大“四个拜访”力度，找准

目标区域、目标企业，主动上门对接企业，招

引带动能力强、附加值高的龙头企业。通过

发挥本地龙头企业招商的主动性，推动企业

围绕“上下游”“左右手”，开展以商招商、以

企招商，变过去“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被动

招商为有目的招商、有意向招商，有效吸引

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跟进入驻，从而形成“引

进一个、建好一个、带来一批”的产业链招商

联动效应，逐步提升招商引资实效。

为助推项目落地加速度，汝州市强化服

务保障，实施制度先行，提供政策保障。成立

各产业专班，完善招商工作考评体系，在商

务部门实行二分之一工作法，以“招商项目

分包责任制”为抓手，坚持以招商项目服务

为核心，以 1名科级干部 +1名股级干部的
方式，分包全市 21个乡（镇、街道）；以 1名
科级干部 +1个科室的形式，对接服务 9个
市产业专班，当好政策宣传员、信息联络员、

项目服务员，促进招商项目早日签约落地、

达产见效。

此外，汝州市全面落实项目代办服务

制，成立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中心，对入

驻的招商引资项目、市内企业新投资项目和

其他需要行政审批的招商项目，无偿提供协

助和全程代办服务。去年，汝州市累计开展

代办服务 233次，办结率 100%。
今年截至目前，汝州市有重点在谈项目

39个，总投资 652.43亿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近日，市商务局贴心服

务帮助外贸企业，指导、扶持和帮

助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改善

通关环境，降低通关成本，减少通

关环节，提高通关效率，成功帮助

中原物流神鹰有限公司需办理外

贸备案。

近期，市商务局接到天瑞集

团旗下子公司中原物流神鹰有限

公司需办理外贸备案的诉求后，

积极协助企业线上提交备案材

料，并在线上审核、完成备案登

记，仅用一天时间企业完成线上

审核、备案登记，并将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表送到企业手中。

同时，积极帮助企业协调海关、外

汇等相关部门，现已将海关登记

证书、外汇账户开设等相关手续

全部办理完成。

据了解，该公司于近期开展

进出口业务，天瑞集团在外进出口业务将逐步

转回汝州。

▲2月 5日，汝州市元宵节大型曲艺汇演及非遗展演活动在市

体育文化中心广场拉开帷幕。曲剧专场、非遗展演等文化娱乐活动

精彩纷呈，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李浩然 摄

▲2月 5日，风穴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民俗表演者精彩演绎

了形式多样的节目，赢得了游客的热烈掌声，其乐融融。 李浩然 摄

汝州构建起大开放招商格局
今年 1月签约项目 4个总投资 21.6亿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2月 3日，我
市“书香汝州·文化惠民”图书展销活动在汝州剧院广场举

行。活动从 2月 3日启动，至 2月 18日，持续 15天。共展
出 4万册图书，主要为少儿读物、文学类、哲学类、经济类、
管理类、科普类等 2000多品种的正版图书。展销期间，全
场图书全部买 2本送 5本（即购买 7本只结算价格最高的
2本），另推出针对学生、班级及“学习强国”个人积分等更
多购书优惠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购书、看书的群众络绎不绝，浓浓的书香

文化氛围充满整个活动广场。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助力书香汝州建设，以优质正版的文

化书籍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惠民活动。自去年

我市出台了《“书香汝州”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后，持续开展了以

“喜迎二十大 书香润万家”为主题的全民阅读活动，全市各单

位、中小学校、社会组织积极组织、广泛参与，相继开展了各类

读书活动 2000余场，以实际行动建设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
香家庭、书香社区，在全社会掀起全民读书的热潮，将阅读活动

打造成最有影响力，深

受群众喜爱的文化品牌

活动，助力汝州经济社

会的建设和发展。

我市开展“书香汝州·文化
惠民”图书展销活动

精心下好“三步棋” 全力助推“开门红”
汝州农商银行存款突破 1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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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市民选购图书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2月 3日，我市
在汝瓷小镇举行“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2023年春
灯节书画摄影精品展，共展示各类题材 170件书画及摄影作
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此次展览是汝州本土书画摄影艺术家们深入基层，体验

生活，与时代同步，关注汝州发展、疫情防控、抗洪救灾、乡村

振兴和家国情怀而创作的精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营造欢乐祥和、热烈喜庆文明向上的节日氛围，丰富全市

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

“这次展览我们书法家协会共征集书法作品 63幅，篆、
隶、楷、行、草五体兼备，风格各异。”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贾伟

说，作品是立身之本，创作是根本方向，作为一名书法艺术工

作者，接下来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奉献给人民，继

续做好书法艺术的守护者、传承者。

在摄影作品展区，摄影家协会经过前期筹备选出的作品

既有视觉美感又有精神内涵，一张张照片拼出了汝州发展道

路的“胶卷”，反映近年来我市的巨大变化以及干群昂扬向上

加油干的精神风貌。

“为了参加文化进万家这一文化惠民活动，我们书画院艺

术家们创作热情高涨，投稿的种类很多，作品质量也比较高，

书画院将进一步拓展书画艺术创作领域，创作更多精品回馈

广大群众。”书画院院长武根柱说。

据介绍，各艺术家团体在市委宣传部和文联的统筹安排

下，精选作品共 170幅，其中书法作品 63幅，绘画作品 59幅，摄
影 48幅，创作者包括老中青及少年学子，作品题材广泛，技法精
湛，风格各异，艺术性强，用敏锐、精湛的艺术作品，描绘出汝州

干群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景，展现时代新风采。

170件作品亮相春灯节书画摄影展

观看展览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

记者 陈凝） 2月 5日，“我
们的节日·元宵节”———“瑞

兔闹元宵，书香润心灵”主题

读书会在汝州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欢乐开读。

读书会上，书友们品经

典、诵诗句、赏书法、猜灯谜、

学剪纸，交流传统节日和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读书会

邀请书法名家、非遗传承

人，在读书活动现场展示中

国文化艺术，让书友近距离

感受祖国优秀文化的博大

精深。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

一个月圆之夜，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贾伟应邀书写“花好

月圆”，祝福书友生活幸福

美满。汝州市非遗传承人杜

爱勤手把手教大家学剪纸。

杜爱勤教得细致，大家听得

认真，不一会儿功夫，大家手中的红纸在剪刀

下变成了立体的“春”字。

猜灯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现场，融

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谜语悬挂在空中拉线

上，家长和孩子们踊跃猜谜，你一言我一语，猜

谜现场欢声笑语，洋溢着祥和氛围。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元宵节。学养深

厚的陈建国老师讲解了元宵节经典诗词，传递

了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精髓。书友们在聆听中

感受元宵节的悠悠雅韵，并争相分享别有风味

的古诗词，吟唱我们的节日，抒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瑞兔闹元宵 书香润心灵

读书会现场 韩晓东 摄

贾伟书写“花好月圆” 韩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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