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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

安阳市企业工商登记
实现“最多就近跑一次”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6月 19日，安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与 8家银行就“政银合作”正式签约，这标志
着该市市区企业和经营者可以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办理
网上注册登记手续和自助领取营业执照，享受金融一站式
服务，实现“最多就近跑一次”。

近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在8家银行——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中原银行、邮储
银行、中信银行建成15个自助办照服务点。“银行自助办照
服务点的建成，可将企业登记窗口延伸到银行，让市场主
体在银行网点一次办完工商登记注册的相关手续，直接打
印领取营业执照并办理开户。”该局注册登记窗口工作人
员说，“今后，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大厅外，企业
工商登记又有了一个专业便捷的渠道。”

“‘政银合作’不仅解决了企业商事登记线下流程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更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
服务。等到 8月银行自助办照服务点试运行后，市区企业
和经营者就可以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注册、领照。”安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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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

“金融扶贫”为贫困户
筑起风险保障墙

本报讯（通讯员 尚明达）“两年前我足不出户就拿到
了创业资金，今天贷款到期后工作人员马上为我进行了续
贷，感觉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儿了！”6月 26日，谈起自己
的创业资金，滑县脱贫户朱国强有感而发。

今年45岁的朱国强是滑县小铺乡界河路村人。2014
年被识别为贫困户后，曾萎靡不振。后来，该县出台了支持
贫困户创业的金融扶贫政策，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到朱国
强家中讲解，鼓励其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随后，工
作人员上门为其办理了贷款手续，不到一周时间，就将10万
元的贷款资金打到他的存折上。他租了3亩地创办养鸡场，
两年来，养鸡场已存栏12000只，他也顺利脱贫。

“目前市场价是一斤4.2元，这12000只鸡能赚4万多元，
一年下来能赚28万元。”说起今年的养殖前景，朱国强很兴奋。

据了解，滑县在金融扶贫工作上下了一番“大功夫”，
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了一系列的金融扶贫政策，建立了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
险防控和产业支撑四大体系，形成了县级有金融扶贫服务
中心、乡级有金融服务站、村级有金融服务部的三级金融
服务模式。县政府、人民银行、扶贫办、金融办等有关部门
建立了扶贫政策信息资源合作共享机制，实现了无障碍沟
通。各级金融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有力促进了全县
金融扶贫工作。“金融扶贫”政策已成为贫困户的坚强后
盾，为贫困户筑起了风险保障墙。6

6月 28日，城市公交企业应用智能化技术提高运营安
全和服务水平研讨交流会在安阳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公
交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共300余人出席会议，共话智慧
公交建设及 5G与公交行业的深度融合。图为会议期间，
参展商在向参会人员介绍微型智能收费终端的应用。6

（文/杨之甜 图/呼有帅）

投资商纷至沓来 大项目集聚发力

安阳招商引资秘诀何在

以情招商成就大商“洼地”

在本次航空节期间，上海正阳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展位十分抢眼。不仅有直升
机，他们还在现场配备了7名直升机救援人
员，随时可“接单”，执行紧急救援任务。最
引人注目的“硬核”，还是他们与安阳市签
约了投资 20亿元的正阳豫北总部基地项
目。

今年刚满 30岁的张志祥，是安阳市一
体化示范区的招商专干。自去年 5月安阳
市与正阳集团接洽以来，张志祥就成了该
项目的专职负责人。

所谓“专职”，张志祥解释，就是24小时
服务，随叫随到，随问随答。一年来，由于
项目涉及资金数额大，内容较多，正阳集团
多次提出更改诉求。无论几点，无论在哪，
只要接到对方电话，他总会耐心倾听，把问
题一点一滴记下，并且一件一件答复。今
年 3月份，他在下班路上出了事故，断了六
根肋骨、折了一只胳膊，住院期间，还在不
停接打电话，协调项目推进事宜。

“招商就像和客商谈恋爱，男同志嘛，
就要有耐心、有诚意，才能把媳妇儿娶回
家。”张志祥这样说。

如果说张志祥把项目当成情人，那么
龚宇航则把项目当挚友。后者是河南美鹰

模具开发及轻型运动飞机整机制造与销售
项目（以下简称“美鹰”）的专职负责人。

去年 9 月，美鹰总经理陈龙榜带着他
的项目落户安阳。“他是台湾人，初到安
阳，觉得他人生地不熟的，就想尽可能帮
帮他。”那段时间，龚宇航把工作地点挪到
了美鹰，项目上有任何问题，他都第一时
间动员所有力量帮忙解决。也正是这段
时间，他被陈龙榜在工作上的认真执着所
深深触动。

“哪怕是一个螺丝钉，他都要求尽善尽
美，甚至从外地空运过来。他还自己动手
做模型……”从关怀到敬佩，龚宇航的真心
服务，也打动了陈龙榜。两人从合作伙伴
成为难得挚友。

近年来，安阳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对企业实行“保姆式”“一站式”服
务，投资者办理相关手续时，只需提供相关
材料，由代办员限时办结。

“说出你的要求，其余的由我们去做。”
这句话，安阳招商团队赋予其最好内涵。

产业链上做大“朋友圈”

产业链招商是安阳市招商引资的“关
键一招”，摒弃“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粗放
式招商，近年来，安阳招商队伍更加注重项
目引进质量和发展效益，根据产业发展趋
势及招商实践，实现由招企业向招产业转
变，破解了“只见项目不见产业”的问题。

例如，光远新材电子级玻璃纤维和电
子布项目落户后，林州市围绕这一“龙头”
项目，积极引进上下游生产企业诚雨电子
覆铜板、致远电子覆铜板、宏仁树脂及线
路板等项目与之配套，按照“差什么引什
么、弱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着眼
于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提高产业链垂
直整合度和产业融合互补性，整体谋篇布
局，加快打造产业集聚区，而不是企业集
聚区。

“紧盯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围绕上下游
产业配套开展招商。到 2020年，确保配套
关联企业达到 100家以上，本地企业配套
率提高到 60%以上，产业链产值突破 600
亿元，构建起包括配件生产、整车制造、产
品销售、物流运输、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千亿
元级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林州市政府一
名负责人这样描述他们的产业目标。

为此，林州市高标准规划了面积达
2705 公顷的林州产业集聚区。其中，527
家相关企业落户。

以商招商释放“磁石效应”

“以前我们总是到外面引资源，其实最
大的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安阳市招商人员
感慨道。

是什么让他们发出如此感慨？记者在
比亚迪这个项目上找到了答案。

安阳与比亚迪集团的合作源于 2017
年年底。当时，为将比亚迪项目引进安阳，
安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主要领导多
次赴深圳比亚迪总部洽谈合作，全市上下
通力合作，加快了项目的落地建设。

两年多时间里，比亚迪集团亲眼见证
了安阳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产业的飞
速发展，亲身体验到了周到细致的保姆式
服务，这些让掌门人王传福对安阳有了感
情。如今，仅比亚迪项目就在安阳“遍地开
花”：且不说满街随处可见的纯电动公交车
和纯电动出租车，在汤阴建设的城市轨道
交通项目也在顺利推进，总投资10亿元、占
地约 500亩的智能终端及零部件项目也正
在加速建设。

比亚迪的入驻，还引来了国内不少知
名智能手机企业的目光。

“安阳优惠政策多、营商环境好，来这
里投资创业尽管放心发展生产。”不少到安
阳投资的企业家们，以自己的经历说服了
一个又一个企业前来扎根。

“企业有资源，政府有政策，用活以商
招商，可以让招商引资工作事半功倍。”政
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像比亚
迪一样，深耕安阳这片土地。6

重大项目是经济运行的

“晴雨表”，是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前不久，在第十一届安阳

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期间，安

阳市以“大手笔”，揭开了上半

年转型升级的精彩帷幕：正式

签约21个大项目，投资总额达

262.1亿元。

像滚雪球一样，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旅游休闲等优质

产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安

阳大地上集聚。仅今年上半

年，全市新开工 10亿元以上项

目就达 17 个。能交出这张漂

亮的“成绩单”，安阳招商秘诀

何在？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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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王丽）紫藤、
竹子、大叶女贞等植物相映成趣……6月 22日，记者在安
钢集团厂区内的一道管廊下方，被这个简约雅致的“口袋
公园”所吸引。这是该公司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改善职工工作环境提供的又一休闲场所。

“口袋公园”顾名思义，像口袋一样小的公园。去年以
来，安钢集团按照 4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全面铺开“公园
式、森林式”园林化工厂建设。企业园林部门针对一些零
散空地，下起了绣花功夫，精心设计，采用镀锌冲孔板对架
空管廊进行修复式遮挡，管廊下方的空地，以“小”而“精”
为特色，采取见缝插绿，突破厂区内工业装备、设施密集的
局限性，打造出独具特色，又协调统一的精致小景。

据了解，目前安钢已打造5个“口袋公园”及附加景观，
总长 340米，总面积为 13921平方米。景观以徽派建筑墙
面、安钢自产的耐候钢板打底，以山水景观、钢铁元素组合
而成的浮雕为主题，以四季常青的绿植、具有殷墟文化元
素的回纹板为点缀，层次分明、色彩绚烂，将生态环保理念
融入企业文化。在这里，有桌椅亭廊，有灯光照明，有钢铁
模型；在这里，可以赏绿水青山，闻鲜花芬芳。

“原来这些空地紧邻路边，上方是管廊，下方裸露黄
土，空地大小不一，长期闲置。”企业一名员工感叹，“真没
想到，这里还能变成绿色的袖珍公园。”

眼下，安钢绿化覆盖率达 40%，这些“口袋公园”映衬
这家企业的景色更加美丽。当你走进安钢，如果不是耳边
隐约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很容易让人忘记身处在一个钢铁
企业。6

“口袋公园”点缀安钢景色

图片新闻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她全年结案量 907 件，创全院最高纪
录，她拿到 2017 年全省唯一一个“全国优
秀法官”荣誉称号，她就是安阳市文峰区人
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祝昉。

身材娇小，戴个黑框眼镜，如同邻家姐
姐。6月 19日，初见祝昉，她正“埋”在卷宗
里写一份判决书，座位旁边还码放着好几
摞卷宗，粗略统计，数量过千。

“这都是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审结的案
子，正在整理归档。”祝昉说话柔声细语，她
告诉记者，这些案件调解率超过 75%，“一
场温情的调解远胜过一份冰冷的判决。”

今年4月份，安阳某小区105名业主按
协议要求开发商返还贷款保证金，但开发
商却以“没钱”为由，逃避、推诿，双方矛盾
迅速激化。业主代表在向文峰区法院提请
上述时情绪非常激动，“堵着”祝昉反映问
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声高气盛，甚至有
些话语不堪入耳。同事为她抱不平，“干吗
说话那么难听。”

“我们要多体谅一些，大家心里有苦。”
祝昉温柔地倾听业主代表的问题，好几次
谈到深夜，第二天嗓子疼得几乎说不出话。

到了法庭上，祝昉“刚”的一面展现出
来，正襟危坐、不怒自威。庭审整整进行了
两天，身心疲惫的祝昉却没有急着下判

决。“写个判决书容易，可业主拿不到钱，矛
盾还是没有解决。”祝昉说。

“柔”对业主，她苦口婆心分析利弊，让
大家平息怒火。“刚”对企业，严肃得告知其
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拒不执行的严重
后果。在祝昉的努力下，原本见面便要打
架的双方代表达成调解协议。目前，业主
已经拿到两笔、总金额14.6万余元还款。

风雪夜，祝昉掏出自己的工资卡，坚定
地对讨薪的农民工兄弟说：“如果建筑公司
明天送不来钱，从我工资里扣。”双方泪目，
公司如数交款，民工拿到血汗钱。

医院里，车祸伤者的母亲拿到赔偿款，
握着祝昉的手说：“我能叫你一声‘闺女’

吗？”两人相拥而泣。
…………
祝昉办案多，经常一天开 5个庭，作为

单身妈妈，闺女是她的心中的“柔”。“每当
下学看不到我，孩子都会给老师解释，妈妈
开庭了，没时间……”“孩子上小学二年级，
我才知道她在哪个班。”说着，祝昉的眼圈
红了。

然而，在女儿和同事眼中，她很“刚”，
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正义，也为女儿撑起一
片天。

女儿说：“我长大也要像妈妈一样当法官。”
同事们评价，“身形虽娇弱，道义担在

肩。任你风雨骤，温情自嫣然。”6

女法官的柔与刚

图书的“海洋”
孩子的“天堂”

位于安阳市文峰区的复星合力高强钢筋新材料项目生产线 王慧敏 摄

暑期到了，安阳市的
许多书店和图书馆成了夏
日孩子们的“天堂”。6月
26日一早，在安阳市图书
馆，随处可见各个年龄阶
段的孩子们认真读书的身
影。在书的海洋里，他们
尽情遨游，尽享阅读带来
的快乐。6（图/文 安阳
观察记者 杨之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