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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汤阴公安里的刑侦管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刘思 通讯员 陈嘉骏

本报讯 说话清脆嘹
亮，如闻其声，如见其容。
见其人，动作干净利落。
张敏现任汤阴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综合管理中队长，
兼管大队内勤和内务，今
年 43 岁，是一位从警 22
年的女警，被大伙尊称刑
侦管家。

自警校毕业踏入警营
大门，张敏一步步从基层
到机关，担任过派出所户
籍民警、巡警大队民警、综
合管理中队长到刑侦大队
综合管理中队长，无论岗
位如何变化，她都一如既
往，始终坚持严格自我要
求，忠诚履行职责，两次荣
获市局嘉奖，多次被评为
优秀公务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为圆满完成专项
工作各项任务，张敏认真
细致高标准整理各类档案
台账，对群众举报线索熟
记于心，该局档案台账工
作成为全市公安机关学习
借鉴的榜样。

去年8月，张敏身患感
冒，因工作繁忙又自认为
年轻力壮，所以一拖再拖，
直到某天她突感呼吸困
难，被家人直接送进郑州
某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救
治。张敏住院治疗期间正
值全市百日会战如火如荼
开展，她因没能为县局出
一份力而常常自责，待身
体一有好转，她便积极投
入到自己热爱的公安事业

中去。
在家里，张敏也是一

把好手，她的爱人是独子，
平常工作也比较忙，两个
孩子还要上学，张敏的公
婆年事已高，除了照顾孩
子，她的精力更多倾斜在
老人身上，照顾老人饮食
起居，闲暇时陪老人聊天、
嘘寒问暖，公婆对她连连
夸奖。

耐得严寒苦，梅花自
芬芳。张敏，这位县局刑
侦民警眼里的“大姐”，家
人心目中的好妻子、好妈
妈、好儿媳，恰如梅花不争
不显不露，不畏寒霜，静静
绽放，为凋敝的冬日带来
一抹淡淡的色彩。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
“女子主题银行”开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刘思 通讯员 陶涛

本报讯 3 月 9 日上午
9 点，安阳商都农商银行

“女子主题银行”隆重举行
开业仪式。

开业仪式上，安阳市
农信办党组成员、安阳商
都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聂
喜旺在致辞中向长期以
来关心和支持该行改革
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
心感谢。

随后，安阳银保监分
局农银科科长李丽娜颁发
金融许可证；安阳商都农
商银行党委副书记毛敢杰
为女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
现场授信，并为“女企业家

协会活动家园”授牌。
在大家的见证下，安

阳市金融工作局局长孙建
国，安阳市妇联主席牛建
芳,安阳市农信办党组书
记杨斌，文峰区区委副书
记、区长崔元锋，安阳商都
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聂喜旺共同为安阳商都
农商银行“女子主题银行”
揭牌。

“女子主题银行”是安
阳商都农商银行凭借自身
强大的实力和领先的市场
意识，细分市场，实现零售
化、特色化、专业化经营和
提升金融服务体验的一次

重要战略部署。
该 网 点 将 始 终 坚 持

“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中小
商户、服务城镇居民”的市
场定位，始终坚持“女子主
题银行、智能智慧银行、古
都文化银行”的市场特色，
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
准、高效率”的经营原则，
致力于打造一流网点、一
流班子、一流员工、一流队
伍，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
高效、满意的一流服务，为
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齐心齐行，共商共
赢。

净增20亿！林州农商银行
迎来首季“开门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刘思 通讯员 陈晋丽

本报讯 3 月 8 日，林
州农商银行统计出一组数
据：该行各项存款较 2020
年 12 月 10 日净增 20.22
亿元，完成安阳市农信办
下 达 任 务 15.5 亿 元 的
130.45%，安阳农信系统
排名第一；各项存款较年
初净增17.64亿元，新增存
款市场份额达 90%以上，
净增额位居林州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首位。

成绩的取得在于及早
谋划。该行第一时间召开

旺季“开门红”动员大会，
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活动
方案，对各项工作进行全
面安排部署。此外，该行
大力宣传，选树标杆，引
导、激励广大员工学先进、
赶先进、争先进。

各支行成立宣传小分
队，开展地毯式、网格化营
销，利用人缘地缘优势，实
行精细化营销，形成多维
度、全覆盖的强大阵势。
同时，该行求新思变，提升
服务，实行“1+N”大堂工

作制，增开弹性窗口，延长
工作时间，让客户更满意；
大力开展网络金融业务，
推进金融业务智能化转
型，让客户更便捷。

该行实行领导班子包
片，部室包支行的督导机
制，领导班子成员多次深
入基层督促指导，给予帮
扶，各部室及时掌握任务
进 展 情 况 ，共 同 出 谋 划
策，上下联动，有效形成
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
局。

本报讯 为强化树立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进一步打造生态宜居美丽
汤阴，根据《汤阴县绿化委员
会2021年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实施意见》要求，3月10日上
午，汤阴农商银行志愿者一行
30余人，在该行副行长的带领
下集体前往宜沟镇东蚕姑冢
开展2021年春季义务植树志
愿活动，栽种绿色，播洒希望。

上午9点，志愿者们准时
到达指定地点，简单的分工
后，便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劳
动当中。植树过程中，大家充
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甩开膀子投入到植树活动

中，在经过简单的适应和磨合
后，大家“渐入佳境”，运苗、校
正、栽树、填埋、夯实，整个现
场一派紧张有序的景象。

随着植树活动的深入进
行，大家似乎都找到了“窍
门”，每个步骤都变得得心应
手，各个环节也衔接有序，样
样做得认真到位，不一会儿便
栽下了一大片树苗。

此次义务植树活动，进
一步增强了全行干部员工绿
化意识、生态意识，增强了团
队协作能力，振奋了干事创
业的精神，为建设新时代幸
福汤阴美丽家园贡献了一份
力量。

中原银行安阳分行被评为
“财税金融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刘思 通讯员 张献周

本报讯 近日，在安阳市
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推进暨2020年度
重点工作表彰大会上，中原银
行安阳分行被评为“财税金融
工作突出贡献单位”，成为全
市三家荣获该项殊荣的金融
机构之一，分行负责人武拥军
代表安阳分行上台领奖。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和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中原银行安
阳分行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强化党建引领、突出
疫情防控助力“六稳六保”、提质
增效推动敏捷转型、上网下乡赋
能乡村振兴，首创“文明古都，幸
福中原”四大公益活动，提升了
中原银行的品牌价值，带动了业
务的快速发展，超额完成了各项
工作目标，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截至2020年 12月末，安
阳分行各项存款225亿，较年
初增长37亿，增幅19%；各项
贷款 126 亿，较年初增长 21
亿，增幅19%。全年为企业办
理疫情再贷款1.62亿元，发放
支小再贷款163笔，支持重点
项目和实体企业34.4亿元，支
持安阳3148户小微企业14.43
亿元，为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549万元，完成市政府下达任
务的351%；缴纳税金1.16亿
元，同比净增1766万元。

2021年，安阳分行将在总
行和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
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
迫感，团结协作，攻坚克难，聚
力跨越、盈创未来，为中原银
行建设一流商业银行、安阳建
设新时代区域性中心强市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农行安阳分行：
春天行动 评选最佳员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刘思 通讯员 侯瑞生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市行
党委坚决打赢2021年“春天
行动”的工作要求，激励全行
员工积极奋进，努力打造一支
敢于亮剑、勇挑重担的优秀员
工队伍，农行安阳分行在全行
开展2021年春天行动“感动
安阳分行·最佳员工”评选活
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全面营造奋发有为的营销氛
围。

据悉，该活动首先由各支
行、各部室分别拟定出1-3月
份的月度“最佳员工”候选人，
并将候选人的先进事迹和图
片统一报送市行，经过市行组

织的微信投票、评委投票等环
节，最终确定6名月度“感动安
阳分行·最佳员工”，并将其先
进事迹在市行经管网主页、微
信群中予以宣传，在全行宣树
一批奋勇拼搏、积极进取、业
绩突出、事迹感人的典型。“春
天行动”结束后，市行将组织
评审小组对评选出的每月“感
动安阳分行·最佳员工”进行
综合评比，最终评选出6名“感
动安阳分行·最佳员工”，分别
给予表彰，激励引导广大员工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建设
数字化现代金融红旗渠贡献
自己的力量。

汤阴农商银行：
栽下一抹绿色 播洒一片希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刘思 通讯员 肖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