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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中国太保成立31周年
太保大健康大养老布局，打造国内领先的健康保障综合服务提供商

太保蓝本
人人可享的

专属健康增值服务

太医管家

日常健康管理

细胞存储

精准抗癌

太保家园
服务新时代
美好养老生活

信托服务

定向传承

风雨同舟 感恩同行
公司司庆之际，

针对不同人群，推出

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保险保障计划，含长

相伴（臻享版）、金福

∙合家欢（成人版）、

金福∙合家欢（少儿

版）、鑫从容（庆典

版）等保险产品，详

情请咨询您身边的

保险代理人。

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为您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2022 年 5 月 13

日，中国太保将迎来

31岁的生日！风雨同

舟，感恩同行。中国

太保寿险河南分公司

各分支机构将在 5 月

份举办丰富多彩的司

庆活动，真挚邀请新老

客户一起参与（请以当

地分支机构举办时间

为准）。

公司推出“长航

合伙人”招募计划，持

续投入 50 亿创业基

金，以“三化五最”为

愿景，为每位加入公

司的“长航合伙人”提

供“轻创业、终事业”

的强大发展平台，在太

保实现人生自我价值，

详情请咨询您身边的

保险代理人。

“五一”当天，中铁十五局集团城轨
公司苏州地铁 6号线项目拙政园地铁站
正在如火如荼开展施工作业，全体职工
和施工人员坚守岗位，为争取早日完成
施工任务加班加点。拙政园地铁站临近
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拙政园，馆藏超 4万件、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州博物馆（新馆）近在
咫尺。为保证车站在基坑开挖阶段的安

全，车站围护结构采用地下连续墙施工，
且在地下连续墙施工缝处采用 MJS 工
法桩进行墙缝止水，确保在车站基坑开
挖过程中基坑无渗漏水、基坑外侧地质
情况稳定。同时，为保证车站基坑稳定
性，基坑内支撑全部采用轴力伺服系统，
该系统在轴力复加方面更具安全性、方
便性和快捷性。目前，拙政园地铁站已
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 （胡晓燕）

开封祥符区把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作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督促党员干部
扛牢责任，到乡村振兴主战场干事创业、建功立业。该区成立
督查组，区委抽调 30名科级以上精英，配齐 10名督查系统联
络员，分10组实时跟进工作。工作部署到哪里，督查力量就跟
进到哪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
设、制造立市、“万人助万企”中作风浮漂、搞形式主义的问题及
时跟进、坚决问责。同时，区纪委监委坚持对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压实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综合运用党纪处分、约谈、批
评教育、下发提醒函等形式进行问责，促进问题整改，以问题整
改促进能力作风提升。 （祥宣）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法学会城西工作站通过开展一系
列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辖区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以深入开展“三零”创建
工作为契机，城西工作站以党建为引领，通过社会治理重心向
基层下移，法治宣传引导向社区下移，切实从影响群众安全感
的突出问题抓起，依法治理，构筑“人人守法、人人用法”的法治
阵地。实现零距离为民提供法治宣传和法律援助，为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有效赋能“三零”创建。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法治社
会建设、平安建设，为辖区治安现代化治理提供法治保障，从而
降低“案发率”，控制“上访率”，压低“事故率”，营造出平安稳定
的良好社会环境。 （董岩）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政
府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带动群众参与，对黄河大堤沿岸露天烧
烤行为进行专项整治。该乡要求全体党员明
确职责，采取劝离及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工作

方式，在人员密集场所、黄河观景台、附近交
通路段等悬挂横幅、设立警示标语，呼吁群众
自发抵制破坏生态的不文明行为。积极联合
黄河派出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巡查，切实
维护好黄河沿岸的良好生态环境。（谷郑洪）

日前，开封祥符区袁坊乡马店村民代表将
一面写有“诚信服务千万家、任劳任怨为大家”
的锦旗送到袁坊水厂厂长徐建国的手中，对水
厂抢修人员的优质、高效、热情服务表示感谢。
这是祥符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缩
影。该区坚持把“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与当前
疫情防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

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广大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区纪委监委积极主
动谋划，切实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推动活动深
入开展。同时，围绕各乡镇、区直各单位梳理建
立的责任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强化监督，
督促全区党员干部做到闻令而动、狠抓落实，全
面开启乡村振兴工作新征程。 （祥宣）

渑池县果园乡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优化
廉洁文化活动载体、丰富内容、创新方式，打
造了系列廉政文化“套餐”，实施“立体防腐”，
着力涵养农村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道德操
守。教育常态化。每月集中开展一次村级党
员干部廉政教育活动，通过观看先进人物教育
片、观看案例警示片、支部书记讲党课、交流
心得体会等方式，使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和提醒。廉洁文化建
设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建设廉政文
化长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廉政故事、
廉政格言、廉政漫画等内容融入乡村生活环
境，通过正面引导、反面警示，让廉洁深入人
心，增强廉洁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目前，
该乡已开展廉政教育26次，受众3000余人
次，建设廉政文化长廊280米。（张伟峰 王莹）

强化督查 助力能力作风提升

构筑法治阵地 赋能“三零”创建

开展专项行动 保护辖区生态环境

从严从实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深入开展

廉政文化 润物无声

□张丽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指
示精神，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按照河
南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扛起国有大行责任担当，以金融力
量保服务、保民生、保畅通，助力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线上发力保服务

“他们这个云工作室功能很丰富，
在家就能享受到网点几乎所有的服
务，而且还有很多优惠活动，居家期间
我没事就翻翻，时不时还能捡个漏
儿！”郑州市民刘女士在电话中对笔者
说道。她口中的云工作室是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为应对疫情防控专门推出

的线上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市民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非接触、全方位、
一对一的金融服务。

同样对该行服务叫好的还有市民
汪先生，他原本打算五一假期收完新
房后申请一笔信用消费贷支付装修尾
款，不承想被疫情困在了家里。眼看
付尾款的时间将近，汪先生是一筹莫
展，后来得知邮储银行的公积金线上
信用消费贷可以全流程线上办理，便
试着通过邮储银行手机银行进行了申
请，没想到十分钟内便完成了贷款审
批，足不出户就获得授信 10万元，解
了燃眉之急。

据了解，为弥补网点停业带来的
线下服务空白，保障群众基础金融服
务需求，该行充分发挥“线上网点”优
势，一方面积极引导市民通过手机银
行、微信银行等线上自助渠道办理业
务；另一方面依托省分行微信公众号

和“云工作室”“白领贷+电子名片”“小
额贷款二维码营销”等线上服务平台，
通过科技赋能保障金融服务。

多措并举保民生

农副产品供应影响着百姓的餐
桌，也关系到社会稳定。为助力经济
社会运转，该行以金融服务为商户和
百姓搭起桥梁，切实做好保供应、保应
急、保稳定各项工作。

“在家手机一点新鲜的蔬菜送到
小区门口不说，还有优惠活动，真是
方便又实惠！”说起自己的这次购物
体验，郑州市民李女士在电话里掩
饰不住地喜悦。郑州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 73 号通告后，邮储
银行河南省分行迅速联系省内大型
果蔬批发商，联合策划郑州市区线
上买菜消费优惠活动，并积极向广

大市民推介宣传，让市民足不出户
就能买到实惠新鲜的蔬果。与此同
时，该行还积极谋划夏粮金融服务
工作，全面建立起省市县三级响应
机制，开通绿色通道，加快业务审
批，保障各类夏粮收购主体融资需
求，用实际行动护好人民群众的“菜
篮子”“面袋子”。

对于有资金需求却因疫情影响无
法进行现场受理和调查的情况，该行
积极引导客户使用极速贷、线上信用
户贷款、公积金线上信用消费贷等线
上产品，或通过E捷贷、网贷通支用等
方式，实现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融资快
速、便捷、高效的全流程服务。5月份
以来，短短数天内投放线上贷款产品
2137笔，有效满足疫情特殊时期小微
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同时对于因受疫
情影响征信受损或无法正常还款的部
分市民，该行还推出了征信异议绿色

通道和延期还款服务，解民忧、纾民
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疫，用金融之力
温暖大众民生。

专项支持保畅通

货畅其流，关系安民心、稳经济、
保安全的大局。物流既是重要的民生
基础环节，也是产业枢纽的重要环
节。该行积极贯彻落实保障物流畅通
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的各项要
求，发挥金融优势，出台专项措施，以
金融力量保畅通。

一方面，该行坚持“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优先办理、即来即审”原则，
开通绿色通道。同时向总行申请审
批权限，极大地压缩了交通类项目
内 部 审 批 流 程 ，有 效 提 升 服 务 效
率。另一方面，灵活配置各类信贷
类产品，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在通

过传统信贷业务支持企业融资和经
营的同时，及时跟踪资金价格变化
情况，捕捉市场价格低点时机，通过
国内信用证、内保直贷等产品为企
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渠道。特别是当
前疫情防控时期，该行严格落实“不
抽贷、不断贷、不压贷”政策，通过还
款计划调整、贷款展期、延期还款、合
理续贷、提高信贷额度和增加信用贷
款等方式，全力支持其生产经营。今
年以来，累计向 127 户物流企业投放
贷款，围绕我省“13445”工程，新增
授信金额 120亿元，用于省内高速公
路建设。

下一步，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将
继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各项要
求，不懈怠不侥幸不松劲，通过强化科
技赋能、优化线上服务、加大资金投
入，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源源不断的金融力量。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以金融力量保服务 保民生 保畅通

为落实新乡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
展冷链产业的相关部署，新乡市平原示范区
谋划打造中部冷链物流港项目。为加速推
进信基、盛润等冷链产业项目入驻，平原示
范区自然资源局以能力作风提升为抓手，实
施快审快批、预审预批工作机制，全速推进
签约项目落地建设。一是保障靠前一步。
坚决树牢“项目为王”意识，切实落实“马上
办理马路办公”要求，全面实施容缺受理、模
拟审批、多证合一、压缩时限等优化营商环
境措施。二是服务靠前一步。在项目规划
建设方案编制初期，即采取线上、上门、现场
相结合的模式与企业充分对接规划方案，开

展线上专家咨询和线下专家论证，多维度、
多方式保证项目规划方案科学性与实操
性。三是审批提速一步。精准实施“有项目
即刻审议”工作机制，4月21日召开规划业
务会后，立即与项目单位结合按照会审意见
修改方案，4月29日即开展示范区2022年
第2次规划和资产委员会完成项目规划审
批，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尽早实现达产达
效。下一步工作中，平原示范区自然资源局
将以创建学习型机关、创建服务型机关、“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继续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各项工作，让来示范区投资的企业
感受到政府服务的热情和温度。（吴自立）

以能力作风大提升促项目落地大提速

假期坚守岗位 加快施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