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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2008 年 6 月 13 日，平顶山市商业银
行挂牌开业，实现了由城市信用制向现代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成功转型，也标志着
平顶山银行的成立。

2010 年 12 月，平顶山市商业银行更
名为平顶山银行。

到今年6月13日，平顶山银行就要走
过整整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

近十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和人民银行、银监部门的依法监管下，
平顶山银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
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和特
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机制优
势，积极推进业务创新，深入推进机构战
略布局，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空间，资产规
模稳健增长、资金实力持续壮大、内部管
理日臻完善，成为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金融主力军和“金融豫军”的有生力量。

截至 2017 年末，该行共有营业网点
73 个，资产总额 814.23 亿元，各项存款
523.63 亿元，各项贷款 332.45 亿元，分别
是 2008 年的 13 倍、10 倍和 9 倍，资产、存
款、贷款等主要经营指标年复合增长率均
在25%以上。资本充足率13.71%，核心资
本充足率 12.55%，拨备覆盖率 303.12%，
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步入了规模、速度、
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先
后荣获全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
位、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城市金口碑服
务银行、全国最具成长潜力城市商业银
行、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状、河南省服务名牌、鹰城十大影
响力企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深耕本土，服务地方结硕果。该行
紧紧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我市经济发
展重心，大力支持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重点工程，2008 年以来累计投放信贷资
金 2500 多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连年
被评为市“责任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同时，该行将信贷资金向中小企业倾
斜，单列小微信贷规模，对小微企业实
行有差别的利率优惠政策。截至 2017
年末，该行小微贷款余额 160.98 亿元，
累计为近万户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
支持，被中国银监会授予“全国中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优秀团队”，“易贷兴”品牌系
列产品被河南银监局授予“全省银行业
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特色产品”。自
2012 年起，该行连续四年进入河南省纳
税百强榜，2008 年至 2017 年累计纳税 23
亿元，跻身国家税务总局千户集团成员
企业，被评定为河南省 A 级纳税信用企
业，获市政府“税收贡献奖”。今年 4 月
份，又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四星纳税企
业”称号。

跨区域经营，架起沟通新桥梁。自
2011 年 1 月以来，该行在郑州、洛阳、南
阳、新乡、信阳、商丘等全省重点城市设
立了 6 家异地分行、23 个分支机构。异
地分行紧密融入当地市场，实现了快速
稳健发展，在全省重点城市打造了一张
张靓丽的平顶山“城市名片”，多家异地
分行荣获金融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先进单
位，架起平顶山与兄弟城市经济合作交
流的新桥梁。同时，该行始终不忘对本
土金融服务的深耕细作，在实现市区和

县域金融服务全覆盖后，加快各县域二
级支行、离行式自助银行和社区支行、小
微支行建设力度，目前共有小微专业支
行 5个、社区支行 4个。该行发起设立的
郏县广天村镇银行是我市设立的首家村
镇银行，为我市金融组织体系注入了新
的活力。

为企为民，创新服务赢口碑。该行通
过准确的市场定位和积极的金融创新，拓
展服务渠道，促进发展转型。开立了市级
社保财政专户，发行了平煤神马集团 10
万张社保卡；公积金业务系统成功对接，
实现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与该行业务的
联机实时结算；参与研发的市国库集中支
付电子化系统上线，实现了财政资金收缴
和支付业务“无纸化”运行；推进“税银
网+”业务，纳税人可在该行营业网点进
行国、地税纳税申报；在“易贷兴”基础上
创新推出“乐易贷”“易宜贷”“银政易贷”
等新产品，增强了小微企业服务能力；先
后发行了佛泉卡、豫如意卡、公务卡、社保
卡等银行卡，推出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
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直销银行、“金凤凰”
理财、支付宝卡通、保管箱和“金通道”24
小时人工自助银行等特色产品服务；签订
了水费、电费、燃气费代收协议，成为市财
政代发工资主办行，满足了市民不同层次
的金融需求。

深化改革，夯实基础促发展。2015
年，该行全面启动实施了组织框架和管理
体制改革，搭建起了总分支管理模式，进
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先后引进国
际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启动实施了战

略规划、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薪
酬、网点转型和科技核心业务系统项目，
导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建立起符合自
身实际和市场规律的考核评价、资源配
置、选人用人、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等机
制，为建设“现代银行、精品银行”提供了
科学指引和实现路径。

投身公益，履行责任勇担当。该行连
续多年面向社会招聘，解决千余名大学生
就业问题；在全市率先开办下岗人员小额
创业贷款业务，发放贷款 6 亿元，帮助
150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创业致富，被评
为“小额创业贷款工作先进单位”；扎实开
展新农村帮扶工作，与贫困村“结对子”，
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向贫困户发放精准扶
贫小额贷款；今年春节前，义务为全市 6
万户贫困户发放 15 万副春联；开展捐款
捐物活动和义务献血活动，被评为“平顶
山市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平顶山市捐资
助学先进单位”。

着眼未来，平顶山银行将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科
学引领下，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全力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综合实力重
返全省第一方阵”的战略决策，主动顺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强监管的新要求，
把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夯基
础、调结构、控风险、稳发展，全面推进“现
代银行、精品银行”建设，以更加坚定的信
心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打造“千亿企业”，奏
响改革发展的恢弘乐章！

（张 珂）

——平顶山银行挂牌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凝心聚力十年路 砥砺前行谱华章
本报讯（记者王孟鹤）5 月 26

日，副市长冯晓仙带领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到叶县督导燕山水库“清湖
行动”。

冯晓仙一行实地察看了燕山
水库状况，听取了关于水库整治情
况的汇报。

冯晓仙强调，叶县及燕山水库
管理局积极做好燕山水库清理工
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下一步叶县
及燕山水库管理局要迅速组织力
量，集中开展“清湖行动”，全面彻底
治理废弃网箱、乱倒乱弃等问题，实
现无垃圾、无杂物、无违建和无漂浮

物的“四无”目标，恢复水库自然生
态；要制定可行的集中行动方案，准
备好器材、装备、人员，对水库进行
拉网式清理，全面清理水库内及周
边区域内废弃的网箱、船舶等有碍
景观、影响环境卫生的杂物。农业
部门要按照农业“两区”标准，发展
生态绿色渔业产业；水利部门要加
强与相邻县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
击采砂行为；公安部门要对无理取
闹人员进行严厉打击，形成震慑。
在开展“清湖行动”的同时，叶县要
统筹力量做好麦收、禁烧等工作，坚
决完成当前重点任务。

冯晓仙在督导燕山水库“清湖行动”时强调

组织力量 迅速行动 坚决完成任务

本报讯（记者巫鹏）5月 27日
晚，“豫丰村镇银行杯”宝丰诗词大
会第二季颁奖晚会举行，市政协副
主席侯红光出席。

侯红光指出，近年来，宝丰县
按照“文化产业大发展、文化事业
大繁荣、文化名片大彰显、文化设
施大建设”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
科学规划，坚持把文化建设项目
化，着力构建观音文化、汝瓷文化、
曲艺文化、魔术文化、酒文化、红色
文化六大文化格局，培育了特色文
化业态，有效促进了产城融合，实
现了特色文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双丰收，为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侯红光强调，诗词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华，通过举办诗词大
会，挖掘传承历史文化，陶冶干部
群众情操，丰富繁荣城乡文化活
动，让群众在体味文化、创造文化
中享受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极为重要。希望
宝丰县委、县政府能够一如既往
地持续发力，让文化在滋养精神
道德家园、助推决胜全面小康中
发挥更大作用。

本次大会自 3 月份启动以来，
全国各地、各行业的2700多名诗词
爱好者云集宝丰。经过五个阶段
100多场比拼，6名选手分获冠、亚、
季军。

侯红光出席

宝丰诗词大会第二季颁奖晚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5 月 28
日，石龙区召开全区执行联席会暨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会议，安
排部署执行工作。

会议宣读了石龙区主要负责
人对法院决胜执行难工作作出的
重要批示，宣读了《最高院关于落
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摘要）和《人
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
估指标体系说明》，通报了《中央4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失信被执行
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
通知》（摘要）和《最高院与中央 19

个部门联合会签〈关于建立和完善
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
通知》。

会议指出，要坚持严字当头，
始终保持对“老赖”的高压态势，
加大综合惩戒力度；坚持科技支
撑，以信息化促进规范化、实现公
开化，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功
能多元化运用，助推“三个 90％”
的任务目标早日实现；坚持规范
廉洁文明执行，锤炼一支政治、业
务、责任、纪律和作风过硬的执行
队伍，坚决打赢这场没有退路的
执行攻坚战。

石龙区部署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5月 20日下午，记者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湖滨路西段鹭栖湾广场及木
栈道沿线看到，一望无际的月季花竞相
怒放，春风拂面，一片片花海怎一个美
字了得。游客穿梭在这花海中，自拍、
合拍，流连忘返。从一片荒芜到如今的
满目葱茏，环境生态景观大提档，城市
形象品位大提升，是示范区群众的普遍
感受。

近年来，示范区下大力气实施生态
田园城市建设，牢固树立“品位、经典、
卓越、永恒”的工作理念，推进城市生态
绿化和园林环境提档升级，不断刷新着
城市颜值和气质。

建绿地、赏美景，打造最美新城，在
诗意城市栖居，是新区人的向往。恰在
这个春天，赏心悦目的月季花竞相绽
放，让人们感受到了示范区的魅力，也
让人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期待。朱

砂洞山体地处示范区东大门，是示范区
形象的第一扇窗口。自 2017年 4月起，
示范区开始对朱砂洞山体进行整体绿
化提档升级，引用植物造型结合原有地
形，把一片乱石荒坡依势打造成为空中
俯视形似孔雀的月季山游园。该游园
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园内已种植高
杆月季 9600棵，地被月季约 50000平方
米，中间穿插种植腊梅、海棠、白蜡、银
杏、红梅等苗木，同时就地取材，运用山
体原石对月季山游园进行层次造景，增
添更多自然魅力。仅今年五一假期首
日，朱砂洞月季山就接待游客 1 万余
人，成为鹰城赏花新美景。

为了建设“生态园林”新城，打造全
市最美之区，让群众行路如穿园，开门
可见景，近年来，示范区狠抓生态环境
改善和城市形象提升，始终把改善生态

环境、打造园林宜居城区作为城市建设
的着力点。截至目前，全区绿地总面积
35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达 44.5%，
建有 2 个公园，2 个大型广场，6 个特色
游园。与此同时，示范区还持续开展了
植树造林，预计到 2019 年底全区森林
覆盖率再提升 3个百分点，达到 57%。

走在湖滨路上，沿线绿树葱茏，花
开动人，小路曲径通幽，白龟湖烟波
浩渺，市民宛如穿梭画中。市民秦先
生感叹道：“这里太美啦，如今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示范区市政园林局局长
聂其涛告诉记者，白龟湖国家湿地公
园是新城区成立后的第一个园林绿化
建设项目，已先后三次对公园进行提
档升级改造，陆续增加了休闲广场和

凉亭、星级公厕、亮化设施、音乐喷泉、
木栈道等内容，补充湖滨路沿线绿化

品种和数量，提升档次，打造生态景
观。现在湖滨景观带中的主轴线湖滨
路已由建设之初的 1.6 公里长，向东西
延伸至 9 公里，东段实现与黄河路（原
新南环路）贯通，目前白龟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已经成为我市一道靓丽的名
片。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齐俊禄介绍说：
“近年来，示范区以四城联创和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为抓手，扎实做好以‘绿’荫
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亮’美
城、以‘园’馨城五篇文章，使城市环境、

城市品位得到了质的提升。”
位于示范区未来路西侧的朱砂洞

引水渠原本是一条恶臭难闻的臭水沟，
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诸多的生活不
便。今年 5月，示范区启动了朱砂洞引
水渠及两岸景观生态设计施工一体化

工程，在河道两岸共设计桃林花海、景
观岛、亲水走廊、运动广场、高山景亭园

林等 16 处景观，让这条“龙须沟”成了
翠绿落错、一步一景的休闲好去处。

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朱砂洞
引水渠整体景观生态改造工程是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打造生态田园新城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示范区倾力打造“生
态四季景观”“特色道路景观”。先后实
施了叠翠园、集芳园、揽翠园等 25项绿
化和景观提档工程，共完成栽植银杏、
红枫、鸡爪槭、高杆月季等 20000余棵，
移栽香樟、石楠、木槿等 1173 棵，栽植
地被月季约 40000平方米，绿地端头点
缀黑松、景石 30 余组。强力实施长安
大道西段、望湖路步行街提档等 16 项
道路景观绿化工程，建设梅园公园绿化

工程，实现四季常绿、四季花香、优美靓
丽的田园生态城市景观。同时，积极推
进应河治理，依据现有规划设计方案分
步实施，先期开展清淤、治污、绿化等工
作，打造岸青、水绿的美丽应河。

现在的示范区长安大道、龙翔大
道、夏耘路、复兴路、平宝大道等路段，
绿树成荫、青翠欲滴；未来路、公正路
两条城市干道两侧银杏挺拔，金秋时
节满目金黄，成了一条条金色大道。
示范区形成层次分明、节点突出、花开
四季的生态四季景观，构筑了城市绿
色生态体系，实现季季有花、四季常绿
的田园生态新城。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示范区以
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道路不通、循环
不畅的问题。为尽快解决问题，方便
市民出行，示范区下大力气推进城市
路网建设，未来路北延等 8条断头路陆
续打通。

从一片荒山丘陵到现代化时尚都
市，从阡陌难行到四通八达，示范区上
下正在以提升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环
境为目标，聚力打造城乡生态宜居的
新区，用生态绿化构筑宜居宜业的美
好环境，用先进发展理念和完善体制
机制助推经济腾飞，现在一座设施完
备、功能齐全，水、林、山、城相辉映的
田园生态新城正在白龟湖畔冉冉升
起。 （本报记者邱爽 通讯员王怡涵）

市 城 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倾力打造生态田园新城

白龟湖湿地公园月季花海 王尧 摄

朱砂洞引水渠改造工程 宋元清 摄

公正路新建的银杏大道 苗阿丽 摄

居民在体育健身游园锻炼身体 王尧 摄

朱砂洞月季山 宋元清 摄

本报台前讯（记者巫鹏）5 月 25 日下
午，濮阳市台前县思源实验学校多功能报
告厅内掌声阵阵，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致富
带头人、省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原”年度
人物——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
马豹子来到这里，为台前县等 4 个深度贫
困县捐赠 26000 多册、价值 10 多万元的儿
童图书。

台前县副县长魏剑锋介绍，台前县属
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济社会基
础相对薄弱，部分学校的基础设施比较落
后，图书相对匮乏。这次马豹子捐赠的图
书极大地丰富了该县图书馆藏书资源，给
少年儿童送来了阅读福利。

马豹子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
临之际，他挑选了一批内容健康向上、适合
儿童阅读的图书，捐赠给我省卢氏、台前、
淅川、嵩县4个深度贫困县的儿童之家，为
贫困地区儿童送上一份节日祝福。

马豹子向深度贫困县
捐赠10多万元爱心图书

本报讯（记者王孟鹤）5 月 28
日从市农机局传来消息，截至当日
16 时，我市小麦收获面积为 40.29
万亩，占种植面积的16.2%。

“我市各县（市、区）相继开镰
收割小麦，主要集中在叶县。”市农
机局管理科科长李长河说。据统
计，新华区收获 1.5 万亩，完成率
93.75%；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收获
2.3万亩，完成率 82.43%；卫东区收
获0.8万亩，完成率44.44%；叶县收
获 23.5 万亩，完成率 27.64%；石龙
区收获 0.31 万亩，完成率 18.45%；
鲁 山 县 收 获 5.3 万 亩 ，完 成 率
11.85%；宝丰县收获 3.8万亩，完成

率10.46%；舞钢市收获1.7万亩，完
成率7.15%；湛河区收获0.25万亩，
完成率6.41%；郏县收获0.25万亩，
完成率1.82%；高新区未收获。

为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缓解
秸秆禁烧压力，市农机局要求各地
严控割茬高度在15厘米以下，有效
减少麦茬存量，减少焚烧隐患；今
年在我市作业的收割机出草口必
须加装二次秸秆粉碎机，粉碎后均
匀撒到田间，就地还田。同时，我
市农机部门将大力推广免耕灭茬
播种机，一次完成灭茬、播种玉米
作业；大力推广秸秆打捆机，清除
多余秸秆。

我市小麦已收获40.29万亩

5 月 28 日，湛河区荆
山街道高庄村村民高忠堂
在自家庭院浇花。

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倡导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荆山街道开展了

“最美庭院”评选活动，并
组织群众进行走访观摩，
让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深入
民心。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评选最美庭院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5 月 24 日至
25 日，卫东区政府组织公安、消防、国土
资源、城乡规划、住建、巡防和鸿鹰街道
的工作人员共100余人，联合对鸿鹰街道
大营村一组的违法建设、违法占地建筑
进行强制拆除。

25 日上午，巡防队员在拆除现场外
围拉起警戒线，施工人员组织大型机械
和降尘设备对麦田旁边的“双违”建筑进
行拆除。据鸿鹰街道负责人介绍，此次
拆除的房屋属于卫东区土地收储范围内

的“双违”建筑，严重影响该区土地收储
及土地的挂牌出让。区政府高度重视，
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赶到现场督办。
此次拆除房屋15处，涉及面积约6750平
方米。

卫东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该区对
拆 除“ 双 违 ”工 作
始 终 保 持 高 压 态
势，在完成各项拆
除任务的同时，安
排工作人员不断开

展巡查活动，发现一起，依法拆除一起，
始终保持对“双违”行为的零容忍。该
区将持续开展拆违行动，使辖区土地管
理秩序进一步好转，城市环境进一步优
化，全力配合我市百城建设提质工作顺
利推进。

卫东区拆除“双违”建筑6000余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何思远）5月25日上午，
市妇联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来到宝丰县，为
部分贫困留守儿童送去了装着日化用品的

“大礼包”，提前祝孩子们节日快乐。
市妇联一行来到张旗营小学。该校共

有58个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工作
人员为孩子们一一送上节日礼物，并鼓励
他们努力学习，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市妇联慰问
贫困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