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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中旅银行：特色金融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陈学桦 成安林 郭春晖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二者相
融共生。

今年以来，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
焦作中旅银行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在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以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具特色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同时，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焦作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市的重大机遇，焦作中
旅银行以“专业金融服务，专注赋能旅
游”为企业使命，打造以旅游金融为特
色的一流精品银行，为焦作乃至全省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增添活力。

创造“中旅速度”、传递“中
旅温度”，助力夺取抗击疫情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速度＋温度”是焦作中旅银行在

非常时期提供金融服务的鲜明特征。
“4天时间、2000万元专项授信”，

这是疫情初期，焦作中旅银行通过启
动快速响应机制，为某医疗科技公司
提供的金融支持。

主动对接疫情防控涉及的医疗卫
生、医疗器械、医疗机构等相关企业，
安排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优先办理，
用“中旅速度”助力抗疫。

对因受疫情影响造成经营困难的
客户，综合运用优续贷、延长贷款期
限、调整还款计划等措施，减轻客户还
款付息压力，帮助客户渡过难关。

为助力疫情期间小微企业走出困
境，探索“互联网+供应链金融”，针对不
同对象、不同客户“量体裁衣”，推出“旅
政通”“旅税通”等线上产品，解决企业
融资难问题。将获批的15亿元再贷款
额度全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同时，减免客户疫情防控期间转
账手续费等，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以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作为国内首家旅游金融特色银
行，焦作中旅银行充分发挥旅游金融
特色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金融
产品，为旅游企业纾困解难。

“旅薪贷”是针对疫情中生产经营
受到显著冲击的旅行社、景区、酒店等
旅游类企业推出的特色金融产品，主
要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旅薪贷”还款
方式多样，担保形式灵活，广受客户欢
迎。

时刻不忘践行央企的责任担当，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焦作
中旅银行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创
新开发金融产品，创造了“中旅速度”，
传递着“中旅温度”，与广大客户一起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下足“硬功夫”、提升“软实
力”，打造以旅游金融为特色的
一流精品银行

“打造以旅游金融为特色的一流
精品银行”是焦作中旅银行清晰而坚
定的战略定位。

抢抓焦作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市的历史机遇，依托中国旅游集团
的资源优势、平台优势，继续专注于
旅游特色银行打造，全力服务旅游产
业发展，在找准银政协同发展契合点
的基础上，推动银政协同、产融协同、
融融协同，为焦作经济社会发展增添
活力。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战略机遇，积极支持符合国

家产业规划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兼
并重组等金融需求，全面提升金融
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
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

围绕“旅游特色银行”战略定位，
以打造“百年老店”为目标，不断汇聚
发展动能，以企业文化助力品牌传播，
以品牌传播充实企业文化，下足发展

“硬功夫”、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全
域旅游示范城市发展打造旅游特色精
品银行的强品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积
极拥抱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推
进实施“数字化银行”，在发展中注入
创新元素，开放新思路、开发新产品、
提升新服务，用金融普惠大众，用科技
服务民生。

服务实体经济是焦作中旅银行各

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推动产品服务线上化，推出

线上理财产品、大额存单、惠农存款等
特色线上产品，大力推进智慧社区、智
慧商圈等场景建设，通过覆盖智慧场
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持续加大对郑焦两地重点领域
信贷支持。深耕供应链金融，细化
行业服务方案，满足产业链融资授
信需求。

以网点的精准化、商店化和社区
化三个方向推动焦作地区网点转型。
加快推进商旅专线建设，搭建特色化
流量入口和服务平台，研发推出精准
化、特色化亮点服务产品。完善“i旅
游”卡权益体系，持续提升客户体验。

“当前，全省上下吹响了从文化旅
游大省向文化旅游强省转变的号角，
焦作中旅银行站在服务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坚持‘旅游+金
融+互联网’发展之路，用特色金融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焦作
中旅银行行长游翔说。

我省沿黄林业生态建设再加速
6年创建300个森林特色小镇、1800个森林乡村“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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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 7 月，广大考生正在经历一

场人生大考。我们的经济社会，则面

临着一场发展大考。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

投资大幅萎缩，转变发展方式挑战在

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不容丝毫懈怠……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

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

筹帷幄，作出了“六稳”“六保”重大决

策部署。站在下半年的门槛上，回望

疫情冲击的惊心动魄，展望未来发展

的风险挑战，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紧迫

感、责任感油然而生。

纵是风云变幻急，但生慧眼可识

金。善于从眼前的困难危机中捕捉和

创造机遇，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守

住“保”的底线、筑牢“稳”的基础、保持

“进”的态势，才能化不利为有利，变压

力为动力，蓄积和释放强大发展动能，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牢

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河南是人口大省、粮食生产大省、

制造业大省，正在矢志构筑内陆开放高

地，争做中部崛起的强劲增长极。河南

“保”得住、“稳”得牢、“进”得有力，方能

为中国经济巨轮注入强劲“豫”能量。

疫情冲击的经济发展亟须保持后劲和

韧性，形势复杂的外贸开放格局亟须突

破，粮食安全的重任必须扛牢，一亿人

口的民生福祉有待增进……河南“六

稳”“六保”任务越重、责任越重、使命越

重，就越要加强党的建设，越要高高擎

起引领发展的旗帜，干在先、走在前，充

分发挥组织保障作用，释放制度优势，

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紧跟党中央令旗走，确保“六稳”

“六保”的方向正。

任凭风浪起，自有“主心骨”。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到河南视察、对河南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从“四个着力”“四张牌”

到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

合”，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到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这幅科学擘画的宏伟蓝图，引领着河南在

前进征程上奋勇争先、绚丽出彩。

抓好“六稳”“六保”，必须自觉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抓好“六稳”

“六保”和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贯通起来，确保河南各项工作始终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绝对领导、统一

指挥全面展开，始终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具体落实。从总书记对河南人民

的关心厚爱、对河南发展的深切关怀、对河

南工作的殷切期盼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

大动力，增强决战勇气和必胜信心，把河

南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激发

出来，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把事情办到群众心坎上，确保“六

稳”“六保”的用力准。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把革命老区

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饱含着“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情怀，浸

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民生是扩大内需之要、人民幸福

之基。“六保”中明确提出保基本民生

的要求，“六稳”“六保”都和民生息息

相关，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而部署。截至

5 月底，省财政陆续向市县预拨医疗卫

生、稳就业、稳投资、财力补助等资金累

计 3884 亿元；2020 年我省下拨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 109.7亿元……真金白

银的投入是最温馨的民生关切。

我省出台 21 项“硬核”措施，旨在

促 进 全 省 各 类 返 乡 入 乡 创 业 人 员 到

2025 年达到 300 万人以上，带动就业人

数达到 1800 万人左右。今年 1 至 5 月，

我省城镇新增就业 49.2 万人，失业人

员再就业 12.6 万人……千方百计的就

业举措是最贴心的民生服务。

“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口号，

民生诉求也不是一道“选答题”。抓好

“六稳”“六保”，就要着力解决好就业、

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百姓关

注的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让“人民

至上”理念真正兑现为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通“最后一公里”，确保“六稳”

“六保”的落点实。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是细处见真

章。经济运行细胞和毛细血管需要维

护畅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必须打

通，激昂澎湃的时代乐章，终究是由一

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音符”所汇就。

南召县把脱贫攻坚中有关联的党组

织或党员联合起来，组成联合党支部，

拧成“一股绳”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集

聚动能；长葛市构建银企对接平台，为

上百家企业精准融资“解渴”；我省有关

部门上下联动，免除上半年 3个月租金，

“滴灌”承租国有房屋的各类服务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些都得益于

“绣花功夫”，建强基层组织、抓牢基层治

理、抓实基层工作。政策最终要落实到

具体的人和事上，基层基础越强健，责任

落实越细化，工作成效就越显著。

最好的状态是主动作为，最扎实

的作风是干在平时、用在战时。我们

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

向，全面提升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越是艰险越向前，确保“六稳”“六

保”的干劲足。

好作风是凝聚力、战斗力，更是推动

力。汤阴县力推作风转变、优化营商环

境，在全省率先成立企业服务中心，实现

涉企审批“一站通”，支持企业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坚持以

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行“网上办、

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的“四个办”服

务，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截

至 5 月底，全省市场主体实有总户数达

728.2 万 户 ，居 全 国 第 5 位 ，同 比 增 长

16.2%，高出全国平均增速5.9个百分点；

今年前5个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7.2个百分点；“6·18”跨

境电商年中大促活动中，河南“单一窗口”

完成企业进出口申报1352万单、货值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倍、1.3倍……

抓好“六稳”“六保”，就需要有一股

“踏平坎坷成大道”的豪情壮志，“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拼劲韧劲。要让坚韧不

拔、自强不息的黄河文化精神融入血

脉，让雄浑的黄河涛声激荡心间，敢啃

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勇于担难担责担

险。要倡树“五比五不比”导向，坚决让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开，持续营造学的

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要大力弘扬

改革创新精神，打破原有的思维惯性、观

念瓶颈和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在新理念、

新模式、新业态、新机制上做文章，识变

求变应变，积势蓄势谋势，干出企稳向好

发展态势，拼出逆势上扬发展亮点。

雪里行军情更迫，风卷红旗过大

关。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党建引领，保

持奋勇争先的竞进姿态，我们就一定

能把“六稳”“六保”的出彩答卷，朝气

蓬勃地书写在中原大地上！2

危中育机 变中开新
何 言

本报讯（记者 陈慧）创建 300个
森林特色小镇，建设 6000 个国家、
省、市、县级森林乡村，创建 1800 个
森林乡村“示范村”……记者从省林
业局7月 7日召开的沿黄森林特色小
镇、森林乡村建设工作动员会上获
悉，从今年起，我省将用6年时间在沿
黄流域大力开展森林特色小镇和森
林乡村创建工作，促进沿黄林业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带动绿色富民和乡村
绿化美化水平整体提升，助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黄河流域集聚人口多，农业人口多，
生 态 环 境 依 然 脆 弱 ，森 林 覆 盖 率
22.14%，低于全省 3个百分点，急需
改善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森林
特色小镇、森林乡村将作为推进沿黄
林业生态建设的有力抓手，加大与沿
黄生态廊道这条中轴线的有机融合，
着力打造沿黄林业生态轴、景观轴、
产业轴。

据悉，森林特色小镇和森林乡村
创建将在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
阳、新乡、焦作、鹤壁、许昌、濮阳、三门
峡、商丘、周口 13个省辖市和济源示

范区等黄河流域（包括干流、支流、受
水区）地区开展。其中，森林特色小镇
和森林乡村“示范村”任务全部安排在
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新乡、焦作、
濮阳 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每年
建设森林特色小镇50个左右，森林乡
村“示范村”300个。

森林特色小镇创建要突出地方
特色。森林康养型、特色产业型和生
态绿化型森林特色小镇区域林木覆
盖率（含湿地等生态绿地）不低于
80%，区域森林面积不小于 2400亩；

生态旅游型森林特色小镇林木覆盖
率不低于50%，区域森林面积不小于
1500亩。

森林乡村“示范村”是森林乡村
的“升级版”，要求村庄林木覆盖率平
原 30%以上、丘陵 35%以上、山区
45%以上，乡土树种、珍贵树种株数
占乔木树种比例达 70%以上。通过
开展市、县级森林乡村建设，在沿黄
地区形成梯次渐进的森林乡村培育
机制，全面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
森林乡村建设体系。③9

夏日的三门峡市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夏日的三门峡市百里黄河生态廊道，，绿野千里绿野千里，，景色怡人景色怡人。。⑨⑨66 杜杰杜杰 摄摄

7 月 7日，许昌高中建安大道校区考点，考试结束后，考生自信走出考
场。⑨3 牛书培 摄

7月 7日上午，南阳市第二中
学考点外，一位考生接过父亲送来
的鲜花。⑨3 高嵩 摄

郑州市交警六大队骑警爱心护考。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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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记者进百村

村里有了“孝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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