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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注销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终止营业并注销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河南民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虎王支行

机构编码：B1593S34114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58956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9月6日

住所：河南省民权县北关镇瑞虎路与科技路交叉口

批准注销日期：2021年7月2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万人助万企
服务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
员 沈志远）“在助企干部的多方
协调下，我们所需的综合性科研
办公大楼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得
到了快速审批。”8月 15日，浙江
善时生物药械 （商丘） 有限公司
董事长边俊杰指着公司办公楼旁
边的一栋即将建成的大楼，难掩
喜悦之情，“这样就能帮我们把不
动产变成流动资金，真是解决了
我们的一大难题，太感谢了！”

据了解，浙江善时生物药械
（商丘）有限公司目前已与上海理
工大学达成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拟在企业筹建善时国际创新医疗
孵化器。这座综合性科研办公大
楼投入使用之后，可以引进上海
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的技术，
还能引进技术人才，利用高校的
技术优势在睢阳区进行孵化，大
大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

自全市“万人助万企”活动
开展以来，睢阳区以“服务企业
就是服务发展大局”为导向，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要求，以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可持
续发展格局”为目标，聚焦企业
发展重点、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创新服务机制，躬身入企当
好“服务员”，助力企业释放潜
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质提
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连日来，睢阳产业集聚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无
事不扰、有事解决”的理念，积
极主动，想方设法，与相关部门
对接、沟通、协调，建立联动机
制，真正做到为企业办实事、解
难题。8月15日下午，睢阳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建东带
领助企干部来到中联玻璃生产车

间，遇见了正在巡检的中联玻璃纪委书记孙希亭。
“孙书记，现在原片生产产销两旺，二期深加工厂房也已

经建好，你们的设备怎么样了？”助企干部问。“目前设计已经
结束了。现在进入到设计的采购阶段，采购阶段结束之后就能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近半小时的车间谈话，孙希亭说得仔
细，助企干部记得认真。

“根据你们的安装需要，有关的配套设施以及其他准备工
作，我们会按照工作制度，拉清单、建台账、明时限，确保事
事有落实，件件有结果。”助企干部当场表态。

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化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后劲，
只是睢阳区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为企业纾困解难的一个缩
影。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区上下坚持项目为王、企业为先，迅
速行动，纷纷躬身入局、履责于行，真正为企业解决生产运营
中的实际问题，不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切实推动全区经济发
展提质提速。

截至目前，睢阳区“万人助万企”活动共成立服务工作组
19个，分包企业85家，通过实地走访，收集问题约140个，涉
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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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面对复杂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日前，睢阳区再次
号召全区上下、各级各部门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与疫情赛
跑、与时间赛跑，着力聚焦“五个关
键”，全方位压紧压实防控责任，有力有
效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力争在最短
时间内阻断疫情蔓延。

关键在“找”。把所有密接、次密接
者都排查出来，确保“不漏一户、不漏
一人”，加强重点人员核酸检测频次，做
到“应检尽检”，确保早送检、早发现，
全力圈住封死传染源头。

关键在“管”。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

对封闭区、封控区和防控区加强分类管
理，落实管控措施，规范居家隔离，加强
环境消杀，做好关爱服务，确保管控有
力，让封控村（社区）真正“静”下来。

关键在“保”。全力做好隔离区域群
众的食品、生活必需品等物资保障，做好
心理疏导,切实做到监控措施到位、监管人
员到位、医学检测到位、清洁消毒措施到
位、防护措施到位，防止交叉感染。

关键在“防”。社区、机关单位、企
业、工厂等加强对进出人员和车辆的检
查，严格落实扫码、测温、信息登记等
防控措施，加强对小区、办公场所、生
产车间等重点场所消毒消杀工作，筑牢

守好防线，同时，强化宣传引导，让广
大群众进一步增强疫情防控的自觉意识
和个人防控能力，消除封控区群众恐慌
心理，形成人人参与、群防群治的浓厚
氛围。

关键在“为”。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
责任，将责任严格落实到各级各部门每
一个岗位、每一名工作人员，各负其
责、密切配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坚决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
抓真干真落实，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
防控措施。

据了解，在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中，
睢阳区进一步规范检测程序，全面提高

检测质量和效率，确保高质量完成检测
任务。同时，持续排查重点人员，对去
过大商新玛特、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等中高风险地区
的，重新排查、彻底排查，确保见底清
仓。

睢阳区委书记栗朝举表示，将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扛稳扛牢疫情防控政治责任，按照
省、市的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以最坚
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有力的手
段、最扎实的作风，筑牢“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坚固防线，守牢疫情防控底
线，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睢阳区疫情防控聚焦“五个关键”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朱 敏 张 迪）“师老师，
您要的馒头、肉和菜已经买好了，一会我把价格单拍照发过
去。您看还缺不缺其他东西？”8月16日一大早，东方街道办
事处电业社区网格长牛兰就把采购来的生活物资送到中原银
行家属院居家隔离人员师老师家门口，随即发了一条信息。

据了解，为保障居家隔离群众的日常生活，东方街道每
个社区都成立了一支“跑腿”志愿服务队，许多党员干部、
大学生志愿者以及物业安保人员纷纷扮演起“跑腿员”的角
色。他们统计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所需，义务采购生活用品，
最大程度降低居家隔离群众因疫情防控造成的生活不便。

“苹果5斤、芹菜2斤、鸡蛋5斤……”每天晚上，小区
网格员都会收到一份份居家隔离人员发来的“菜单”，社区

“跑腿”志愿服务队汇总统计后，第二天一大早按照“菜
单”统一采购。采购来的物品经过消毒后，“跑腿员”再按
照居民提供的家庭住址，挨家挨户送货上门。每送一家，

“跑腿员”都会隔着门再三交代隔离人员安心居家，有需要
随时可以和社区联系。在目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东方
街道的一个个“跑腿员”严把防控关，尽己所能地为辖区居
家隔离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赢得广泛称赞。

“隔离不能隔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我们不仅
要当好抗疫一线的‘作战员’，也要当好人民群众的‘跑腿
员’，全力遏制疫情蔓延，护航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电业社区“跑腿员”牛兰说。

东方街道办事处

志愿者既当“作战员”又当“跑腿员”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侯福青）为阻击病毒于
门外，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近日，郭村镇开
展“举党旗战一线，亮党员徽章当先锋”活动，“让党旗飘
起来，把党员徽章戴起来，让党员站出来”成为该镇当前疫
情防控的响亮号召，“领导班子靠前站，党员干部带头干”
成为该镇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真实写照。

举起党旗，指引一支队伍。自本轮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郭村镇充分发扬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做先锋、做表率,组织动员全镇党员干
部建立“党员先锋岗”,号召无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积极
参与，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高举党旗，克难攻坚，以敢打
必胜的信念坚决打好这场疫情防控硬仗。

举起党旗，承载一种责任。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该镇党员干部以“争当排头兵、坚守先锋岗、守牢东大门”
为目标，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扛牢压实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属地责任，积极投身于卡点值守、疫苗接种、核酸
检测、科普宣传、排查走访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应对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戴起党员徽章，代表一份奉献。该镇把勇于奉献作为衡
量党员先锋的标尺，把“亮党员徽章”作为工作常态，把

“党员徽章到哪，奉献在哪”作为对党员的新要求。全镇共
产党员佩戴党员徽章，积极主动认领党组织分配的任务，积
极开展重点车辆人员排查，加强现场指挥引导，全力配合执
勤站点做好体温量测等，党员徽章照亮了每名党员在各自岗
位上的默默坚守。

截至目前，郭村镇组织动员党员干部200余人，全部下沉
村组一线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积极践行党员的奉献担当和初心
使命。结合疫情防控需要，该镇目前正在组建“青年党员突击
队”，进一步发挥党旗领航作用，全力守护百姓安危。

郭村镇

举党旗 战一线 当先锋

8 月 15 日，河
南正本清源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码垛机
械手正在抓取、分
拣母乳猪料成品。
本 轮 疫 情 暴 发 以
来，该公司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
生产经营，克服种
种困难，确保疫情
防控与安全生产两
不误，全力保障涉
及食品供应链上的
前端生产资料 （饲
料）供应。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特别感谢你们上门服务，帮助俺解决了后顾之忧！”8月14日，80岁的睢阳区居民田妈妈对
市第四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感激地说。当日，睢阳区信访局收到线上求助，田妈妈急需就诊但因疫
情原因不方便出行，便特事特办，牵线市四院派出医护人员，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出诊，为田妈
妈及时医治。 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8 月 16 日，一辆洒水车正在新城街道办事处居民小区作
业。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办事处织密织牢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四张网”，全域实行闭环管理，每天利用67辆环卫
作业车、3辆洒水车、10辆冲洗车，全区域开展消毒，为居民
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捍卫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本报讯（池 欣）针对当前
严峻的疫情形势，睢阳区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坚持把疫情防
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全力投入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前沿，用实际
行动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践行初心承诺。

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关键节

点，睢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全体人员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积极应战疫情防控，无
差错、零纰漏做好疫情涉及人员
相关信息的数据分析、信息核查
核实等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了对
全区 4.8万余条涉疫数据的逐条
分析筛查。

睢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还开通了全天候接听的健康
码赋码变色咨询热线电话，工作
人员耐心详细地为来电群众答疑
解惑，消除由于过于紧张而带来
的恐慌焦虑心理，并叮嘱注意加
强个人防护，时刻关注官方信
息，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增强
了人民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促
进了社会大局的安全稳定。

睢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学史力行显担当 筑牢数据防控网

8月14日，一名教职工
在商丘市第三幼儿园门口进
行消杀。自新一轮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为做好教体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师
生安全，稳定社会大局，睢阳
区教体局多措并举，完善开
学返校方案，加强防疫物资
储备，对校园环境进行全方
位消杀，不留死角，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和开展教育教
学工作营造安全校园环境。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