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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文图

本报讯 2月16日，汝州市
人民政府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战略合作签约暨中信银行汝州
支行开业仪式在汝州市隆重举
行，市四大班子领导及相关单位
负责人出席仪式，汝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万英致欢迎词。

万英在致辞中讲道，汝州市
人民政府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战略合作签约暨中信银行汝州
支行开业仪式的举行，是中信银
行的一件喜事，也是汝州金融发
展史上的一件盛事。中信银行
郑州分行与汝州市人民政府战
略合作协议成功签署，标志着中
信银行与汝州的合作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信银行
汝州支行的投入运营，必将进一
步优化我市金融环境、完善城市
功能、方便群众生活，为汝州未
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希望中信银行汝州支行紧
紧围绕汝州经济社会发展特点，
立足汝州、服务汝州，充分发挥金
融创新优势，准确把握市场定位，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不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汝州市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
支持。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社
会各界给予中信银行汝州支行更
多的关心和帮助，加强沟通，强化
服务，为中信银行在汝州发展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其不断
发展壮大、增强实力，实现双方

“互利共赢”。
“我们将以此次开业为起

点，努力发扬‘勤勉奋发，开拓创
新’的中信精神，以支持地方经
济为己任，让政府满意；坚持‘稳
健经营，合规发展’的管理理念，
让监管部门满意；秉承‘中信服
务、天天进步’的服务理念，让客
户满意；坚持‘踏实高效，开拓创
新’的经营理念，奋力拼搏，争创

一流业绩，让分行满意；营造‘业
绩导向，以人为本’的团队氛围，
让全体支行员工满意！”中信银
行汝州支行行长郭红利告诉记
者。

在开业仪式结束后举行的
签约仪式上，万英代表汝州市人
民政府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中信银行是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成立最早、资本实力
最雄厚的新兴商业银行之一，是
一家快速成长并具有强大综合
竞争力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近
年来，中信银行积极服务和支持
汝州重点项目建设、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相继为
汝州鑫源公司投放流动资金贷
款2亿元，为汝州市非税收入管
理局投放流动资金贷款1亿元，
为天瑞旅游、朝川焦化、汝州电
化等企业融资、贷款12亿元，为
该市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

助力汝州金融业发展

商业银行巨头布局汝州
汝州市人民政府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战略合作签约
暨中信银行汝州支行开业仪式隆重举行

□特约通讯员 杨增强
通讯员 李军现 刘建国

本报讯 2月3日，汝州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主
席姚军柱，带领机关部室人员到
下岗职工和患大病的困难职工
家中慰问，送上祝福和关爱，使
困难职工过一个祥和愉快的新
春佳节。

一大早，姚军柱一行来到煤
山办事处赵庄新村看望慰问患

病职工谢瑞琴，送去米面油慰问
金及新年的祝福，叮嘱她要注意
休息，早日康复。谢瑞琴非常激
动，感谢工会领导对她的关心，
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关爱，战胜病
魔，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市供销社下岗职工赵伟平，
爱人是农民，没有工作，常年有病
丧失了劳动能力，儿子正在上小
学，全家仅靠她打零工维持生活，
家庭非常困难，女儿去年考到信
阳师院，工会及时资助。在春节

来临之际，姚军柱到她家走访慰
问，了解她的家庭生活状况和女
儿学习情况，鼓励她要树立信心，
克服困难，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及时向工会反眏帮助解决，并
送上慰问金和米面油等食物。

据了解，春节前夕汝州市总
工会多方筹措资金90.4万元，救
助下岗困难职工、农民工1493
人，同时分6组深入到特困职工
家中慰问，送上过节食物，确保
困难职工过好春节。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桂焱炜 康建标

本报讯 2月16日，记者从
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
备受汝州人民关注的天然气引入
工程春节前全线连通，首批6000
余户汝州城市居民率先用上了价
格实惠、安全环保的天然气。

据悉,天然气引入是2015

年汝州市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实施的十项重点民生工程之
一。该工程西起新奥公司洛阳
大安调气站，途经汝州市临汝
镇、庙下镇、骑岭乡，东至汝州市
骑岭乡张官庄村，全线总长30
公里，投资概算4.6亿元。工程
由汝州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承
建，2015年3月开工建设，历时
9个多月完成了管线连接安装。

据了解，汝州市首批用上天
然气的居民属置换的第一方区，
共 6527 户居民。按照计划，
2016年，该市将分期分批、自西
向东、自北向南对全市七大产业
园区和所有城区居民用户、商服
用户、工业用户等进行天然气置
换，并逐步向农村乡镇延伸，伴
随汝州市民20余年的煤气将退
出居民的生活。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庄松林

本报讯 昨日上午，记者
从汝州市环境保护局获悉，国
家环保部近日印发了2016年
度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其
中汝州市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被列为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对重
点污染源的动态监控和管理，
环保部印发了2016年度国家

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其中，汝
州市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被列为废水国家重点监
控企业；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
限公司德平热电厂、汝州天瑞
煤焦化有限公司、天瑞集团汝
州水泥有限公司和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化有限公
司被列为废气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汝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被
列为污水处理厂国家重点监控
企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凯锣

本报讯 2月16日，记者
从汝州市气象局获悉，在刚刚
召开的2016年河南省气象局
长会议上，河南省气象局对
2015年度全省气象部门综合
考评优秀单位进行了通报表
彰。其中，汝州市气象局被省
气象局授予“2015年度省直管
县（市）气象局综合考评特别优
秀单位”称号。

2015年，汝州市气象局党
组团结带领全局干部职工，认

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
中、五中全会和省气象局长会
议精神，改革创新、提质增效，
较好地完成了省气象局和市政
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做好
各项气象服务工作，积极推进
气象现代化和深化气象改革，
全面推进气象法治建设、依法
办事，做好防雷减灾及行政执
法工作，创新服务方式，加强部
门合作。气象工作在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和保障群众安康福祉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赢得地方各级
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誉。

近日，记者从市地矿局获
悉，为认真贯彻落实汝州市政
府、市安委和河南省国土资源
厅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加
强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市
地矿局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节日
期间矿业秩序稳定和安全生产
大局稳定。据了解，该局组织
矿山稽查队和地矿所，集中时

间、集中人力，对全市矿业秩序
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私
采滥挖露头煤、铝土矿点，关闭
死灰复燃矿井等违法行为。节
日期间，矿山稽查队和地矿所
统筹安排，坚持对辖区进行不
间断动态巡查，严防非法开采
的反弹。（杨增强 苏文超 郑晓
蒙）

市总工会主席姚军柱
走访慰问下岗困难职工

汝州市天然气引入工程全线连通
首批6000余户城市居民春节前用上天然气

国家环保部公布本年度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汝州市6家企业被重点监控

2015年度省直管县（市）气象部门综合考评——

市气象局获特别优秀单位称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加强春节
期间廉洁自律相关规定，汝州
市地矿局采取“三个一”措施加
强节日期间党风廉政建设，有
效预防各类违反廉洁自律规定
问题的发生。该局利用全市开
展“一准则两条例”知识测试的
时机，集中时间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详细了解哪些是严格
禁止的，哪些是不准的，提醒时
刻绷紧廉洁从政的弦，提高党
员干部守规守纪意识。同时，
该局还开通了廉政短信平台，
节前和节日期间局纪检组不定
时向全体干部职工发送廉政短
信，时刻提醒全体干部职工严
禁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做到警
钟长鸣。（杨增强 李伟恒 苏文
超 李卫宾）

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汝
州市审计局按照市委精准扶贫
工作部署及实施方案，组成扶贫
工作组深入到基层一线，对蟒川
镇杨沟村的贫困户进行了走访
调查，精准扶贫。根据调查结
果，审计局认真分析、仔细研究，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排查方法，逐
户进行调查。为确保不漏不滥、
公平公正，他们认真仔细、严把

标准关，集中利用两周时间，联
合村委会干部对杨沟村的两个
自然村265户村民进行了全面
走访调查，筛选出贫困户51户，
并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
定科学的脱贫计划，确定推进方
案，实行优先脱贫和重点脱贫相
结合的办法精准帮扶，为精准扶
贫奠定坚实的基础。（杨增强
张晓光 董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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