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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雅静） 8 月 10 日，中原银行商丘分行
2016年年中工作会议召开，班子成员、各部室负责人、各支行
行长及部分客户经理等200余人参加会议。中原银行商丘分行
行长霍振峰对下半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提出要求。

会上，各个条线的相关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对上半年工作
进行总结回顾，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解决思路和办法，
阐述下半年工作计划。先进支行代表作典型发言和经验分享。

据悉，2016年上半年，中原银行商丘分行结合实际，完善条
线建设，全面加强营销推动，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服务能力，坚持
依法合规经营，严控经营风险，着力打好“降旧控新”攻坚战，提
升整体竞争力，各项业务指标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会上，霍振峰对今后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方向作了安排，一
是统筹规划，打好业务发展的保卫战；二是克难攻坚，打好

“降旧控新”的持久战；三是突出重点，打好培训、特色化支
行建设、营销机制建立等重点工作的突击战；四是凝神聚力，
全面打好资源配置、条线建设、银政合作等工作的攻坚战。

中原银行商丘分行
2016年年中工作会议召开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董孝魁：民权县龙塘镇大路涯村人，1997年大学毕业
后成为一位老师，2001年到经济发达的温州打工，2006年
成立温州卓瑞投资管理公司，2010年进驻上海，并将公司
更名为卓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如今他及公司成
为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最佳推荐会员，最佳服务机构。

创业感悟：发现风口，随之而舞；狂风四起，学会撤退。

弃文从商，温州掘到第一桶金

1997年，从商丘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董孝魁被分配
到民权县里一所学校教书。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而且离自

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他毅然辞职，到商丘一家塑料制品厂
做了半年业务员。然后，他开始独立开展业务，其代做的塑料
制品由于在生产产品时加热过度，发出去的10多万元的产品
血本无归。沉重的债务及惨痛的教训迫使他重回学校教书，但
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一边教书、一边考研。

2001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对梦想的渴望让
董孝魁再次出发。这次，他选择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
地温州。由于学历高，他顺利进入了温州最大的民企——
正泰集团，跟着董事长南存辉做助理。在这里，董孝魁不
仅工作出色，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温州民营企业家的优秀
品质——勤奋学习，善于沟通，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对
梦想的坚毅执着，以及做事先做人的道理。

6年跟随温州企业家的经历，使董孝魁实现创业的梦
想更加强烈，他深深认识到创业最重要的资源其实不是资
本，而是创业者是否具备创业的道德品质和素养。如果没
有优秀企业家的道德品质、胸怀和素养，即使拿再多的资
本，最后都会血本无归。

2006年，董孝魁离开正泰集团主导的 001号财团中瑞
财团，开始在温州创业，他把自己第一个公司的名称定为
温州卓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意思即卓瑞比温州的中瑞更
加卓越。在温州民营企业家炒作投资的热潮中，董孝魁的
公司作为金融中介，客户越来越多。他也慢慢积累了第一
桶金，有了再上一层楼的资本，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金融

经验。

守正出奇，角逐上海资本市场

2010年，温州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家及投资人
的信用逐渐下滑，为了追求更广阔的天地，董孝魁将公司
搬迁到上海，并将公司更名为卓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寓意为摆脱温州草根企业家的局限，追求卓越，睿
智前行。

2012年，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立，董孝魁意识到
民营企业已经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民营企业对资本求之
若渴。股权交易托管中心一旦打开中国中小企业多层次资
本市场，中国民营企业必然焕发第二次青春。卓睿成为股
权交易中心牌照推荐会员后，董孝魁审时度势，避开有
1000多家资本雄厚推荐机构激烈竞争的上海市场，而转向
在浙江、江苏中小民营企业的聚集地拓荒。由于浙江、江
苏民营企业接近上海，企业家资本意识也不比上海本地企
业家弱，经过半年到各地工业区的宣介与培训，上海股权
托管中心在各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董孝魁公司推荐在股
权交易中挂牌的企业遥遥领先。2013年他及公司成为上海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最佳推荐会员、最佳服务机构、最佳融
资会员，2014年成为1000多家推荐会员中推荐企业最多的
推荐机构，成为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开辟多层资本市场
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2014年，随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兴起，卓

睿借机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业务），
并成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投资会员之家的成
员。卓睿相继取得香港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前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中原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多家中国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推荐牌照，并与中银万国、中银证券、西南证券、
中信证券等券商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联合了美国华平、
摩根、软银、第一财经等 80余家投资机构，成立瑞强投
资、泛奕基金、拾财投资等8家公司，成立了中国OTC联
盟，建立了卓睿集团香港分公司，还通过沪港通在自贸区
公司开设FTE、FTN账户，吸引外资，拓展中国多层次资
本融资渠道。

乡情不变，想给老家做点事

经历过事业上的起起落落与沉淀，董孝魁迎来了事业
的丰收期，他提出了“共赢、共享、共创”的企业理念，
希望将自己收获的果实与员工分享，与家乡的父老乡亲分
享，回馈家乡。“我计划明年在家乡成立助学基金，帮助
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他们将来成为
国家的有用之才。”董孝魁深情地说。

“另外，家乡建设如果需要资金的话，我会尽最大努
力给老家协调各路资金，支持家乡发展，为家乡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的确，他成功了，但他放不下乡
情，总想着能给家乡做点贡献，董孝魁就是这样一个有情
有义、大爱厚德的企业家。

董孝魁：资本市场的“弄潮儿”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8
月 25日 10时至 2016年 8月 26日 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 ⁃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平原路西货场路北东
华锦城6#B楼1—（1001—1009）号房。详细信息
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
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胡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6789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 10 时至 2016 年 8 月 26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
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北新建
路西东方家具城综合楼家具城西数 4#号
房。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胡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6789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18日10时至2016年8月18日22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路虎牌豫NXN582号小型越
野客车一辆。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

联系人：胡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6789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25日10时至2016年8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西侧
应天路北侧建业联盟新城 80号楼 2-103房
产，建筑面积 177.69平方米。详细信息请
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
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1593703461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25日10时至2016年8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红旗路与光复
街交叉口西南角综合楼1单元4层北户住宅
用房一套。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董法官
联系电话：1383704451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25日10时至2016年8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中州路东胜利
路高堂小区 2#楼东单元 3层东住宅，建筑
面积：142.42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
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0370—227528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29日10时至2016年8月3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宇航路北侧枫
桦景苑10号楼商业23号商铺，建筑面积为
217.64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
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
竞买。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13193415866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1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三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8月29日10时至2016年8月3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凯旋路东香君
路南凯帝花园 9号楼 3单元 3层西户 （205
室）房产，建筑面积为 136.39平方米。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
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13193415866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1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三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8

月 25日 10时至 2016年 8月 26日 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 ⁃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凯旋北路西侧堤亚纳
小区别墅16栋：5号楼东西户；6号楼东西户；52
号楼东西户；53号楼东西户；55号楼东西户；56
号楼东西户；57号楼东西户；59号楼东西户。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张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1181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随着我处房地产登记系统的升级和完

善，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我处决定从 2016

年 8月 16日起，在办理房屋抵押时房屋所

有权证验原件收取复印件，不再留存房屋

所有权证原件，也不再在房屋所有权证上

标注抵押信息。

特此公告

商丘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管理处

2016年8月12日

公 告

由商丘市教育体育局主办、商丘市网球协会承办的商丘市
首届网球比赛将于8月20日在商丘师范学院开赛，商丘市网球
协会成立大会同期举行。8月 16日下午 5时截止报名。参赛不
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参赛电话：15803707529 18639038199
赞助联系电话：15896915118

商丘市首届网球比赛
开始报名

商丘市首届网球比赛开始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