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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中旅

焦作中旅银行公众号 焦作中旅银行APP

本报讯 （记者孙阎河） 11 月 14 日，
在焦作中旅银行的大力推动下，在当地党
委政府、人行孟州市支行、银保监部门等
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焦作中旅银行孟州韩
愈大街支行正式开业，孟州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原红波，孟州市副市长唐军，焦
作中旅银行副行长李宏恩，焦作中旅银行
孟州支行行长乔艳玲等为开业仪式揭牌。
由此，孟州市成为焦作中旅银行第一个设
立三个营业网点的县 （市），这也是该行
大力支持我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部
署。

据了解，焦作中旅银行孟州支行成立
于 2010 年，二级支行南庄支行 2017 年开
业。2018年，孟州支行顺利完成新网点的
建设和搬迁，无论是硬件设施建设还是网
点金融服务，在当地的金融机构中首屈一
指。韩愈大街支行开业后，可为周边市民
和企业商户提供支付结算、存贷款办理、
开户转账等一揽子金融服务。

开业仪式上，唐军表示，多年来，焦
作中旅银行孟州支行为孟州重点项目建设
和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8
年，孟州支行在“我为孟州做贡献”竞赛
中获得二等奖，并购买投资公司2亿元债
券，保证了焦作市县域融资平台第一支企
业债顺利发行。截至 2019 年 10 月，焦作
中旅银行孟州支行新增贷款1.58亿元。今
后，孟州市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还将给
予焦作中旅银行孟州韩愈大街支行更多的
关心和支持，为焦作中旅银行在孟州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共同打造“协同并
进，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李宏恩在开业仪式上表示，作为旅游
特色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在不断开拓全国
大市场的同时，更是将支持我市县域经济
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与各县
（市） 开展各个层面深度金融合作。特别
是孟州支行，在当地党委政府、人行孟州
市支行、银保监部门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下，紧紧围绕孟州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创
新金融产品，准确把握市场定位，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底，焦作中
旅银行已为孟州市当地企业累计发放贷款
近10亿元。

上图 焦作中旅银行孟州韩愈大街支
行开业现场。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焦作中旅银行孟州韩愈大街支行开业

国画《事事吉祥》。
范国兴 作

书法《您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
陈国平 作

本报讯 （记者朱传胜） 为贯彻落实
“风险为本”的监管要求，提升银行反洗钱
管理水平，11月15日，焦作中旅银行特邀
人行焦作市中心支行反洗钱专家为该行开
展反洗钱专题培训。该行副行长李宏恩、
朱旭东以及各经营单位、管理部门负责
人，分行相关人员共计 120 余人参加了培
训。

此次反洗钱专题培训，加深了该行员
工对反洗钱监管政策和法规的理解，增强
了反洗钱的责任和意识。与此同时，该行
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监管部门沟
通对接，不断强化反洗钱工作的政策研读
和风控管理工作，切实筑牢风险堤坝。

焦作中旅银行
开展反洗钱专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11月15日至17日，2019中国国际旅
游交易会 （以下简称旅交会） 在云南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云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作为中国首家旅游特色银行，焦作中旅
银行继2018年之后再次亮相旅交会。

旅交会是亚太地区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旅游交易会。自
1998年创办以来，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成长，已走过21年历程。
此次旅交会共吸引7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展位总数 3866 个，总
展出面积 9 万平方米，展出内容包括文旅融合的最新成果、国
内外旅游市场的最新动态以及旅游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
势。

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国最大、历史最
悠久、旅游产业链条完整、旅游要素齐全、经营规模大、品牌价
值高的旅游企业，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携旗下六大事业群参展，展

位总面积达到495平方米，共有55个展位，为全场最大。这也是
中国旅游集团自2016年由港中旅和国旅重组成立以来，连续4次
参展旅交会，也是中国旅游集团新LOGO新闻发布会后的首次亮
相。

作为中国旅游集团旅游金融事业群一分子的焦作中旅银行，
依托中国旅游集团资源优势，通过近几年在旅游行业的不断摸
索，逐步探索出一条“旅游+金融+互联网”的发展道路。目
前，焦作中旅银行旅游金融服务覆盖河南省18个地市，并延伸到
浙江、江苏、福建、海南等20余个省份，目前业务涵盖景区、酒
店、旅行社、航空公司等多个旅游相关领域，成为旅游金融事业
群中最具活力、最具成长性的主力成员之一。

旅交会开幕式结束后，中国旅游集团总经理杜江巡视集团各
事业群展台。在旅游金融事业群展台前，杜江驻足查看，关切询
问参会人员的工作情况，并与参会员工逐一握手合影。旅游金融

事业群香港中旅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江、焦作中旅银
行副行长赵永军、旅游金融事业群人资行政部总经理助理王红岩
陪同。

焦作中旅银行亮相2019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本报记者 朱传胜

前不久，焦作中旅银行在该行三楼会议
室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微党课竞赛。来自焦作中旅银行沁阳
市支行党支部的郭振华是一名退伍军人，
他带来的一堂精彩的“生死不忘初心，为
民牢记使命”微党课，以自身经历诠释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让不少人湿了
眼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特大地震。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正好在四川
省邛崃市驻训。大约地震发生后的半个小
时，我们接到命令，从驻地邛崃出发到最近
受灾点都江堰进行救援。5月14日下午，我
们接到命令，要从都江堰撤离赶赴震中映秀
镇。因为公路塌方的原因，当时的映秀镇已
经成了“孤岛”，我们徒步了一个下午才到
达映秀镇。到达映秀镇时，已经接近傍晚。
在映秀镇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是可以简单休
整一下的，但我和战友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休
息，不是我们不累，而是耳边一直传来哭喊
声、求救声……”郭振华说，“那一夜，我
和战友们都写好了人生中的第一封遗书。”

在郭振华的记忆里，抗震救灾期间发生
的每一件事都令他难忘，但让他最难忘的是
在映秀镇一个幼儿园搜救的场景。

郭振华说：“我还记得，当时已经有一
些小型的机器可以辅助救援了，当我们挖开
挡在教室门口的乱石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愣
住了，仿佛当时的时间都定格了。我们看到
摆的整整齐齐的小床上安安静静躺着一个一
个的孩子，他们仿佛跟真的睡着了一样，可
以想象这些小朋友吃过午饭，乖乖躺在自己
的小床上睡午觉，可是这一觉却再也没有醒
来，他们是花朵，是父母的宝贝，但现在却
凋谢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之中，都说军人流血
不流泪，但军人也是人啊，更何况当时的我
们才刚满18岁。”

“我们从幼儿园出来时，已接近傍晚，
当时门口还有一个老奶奶没走，问了才知
道，老奶奶是在等孙子。在这次地震中，老
奶奶的儿子和儿媳都遇难了，遗体也找到
了，还有两个孙子，大孙子上中学在地震中
逃过了一劫，但是上幼儿园的小孙子到现在
遗体也没找到。老人想等找到小孙子，给孩
子再洗洗脸，让孩子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
当时，我的眼眶又一次红了。”郭振华说。

让郭振华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是在救

灾期间他入党了。他在微党课中，又庄严宣
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
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那一刻，我明白了共产党员的初
心——为人民服务，明白了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担当，也明白了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
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我更明白了共产党
员不光是一个称号，更重要的是一分责任，
一分刻骨铭心的责任。”郭振华说，“退伍
后，有朋友问我在地震灾区抢险时害怕吗？
我说怕，说不怕那是假的，但是如果祖国有
需要，我时刻准备着。”

最后，他再敬一次军礼，结束了他的微
党课。此时，全场掌声雷动。

“感人至深！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
郭振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理解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理解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初
心和使命是什么。在我们银行，还有许许多
多这样可敬、可爱、可亲的员工，在平凡岗
位默默奉献……当前，我们银行在转型升级
中面临着一些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勇
于拼搏，我们就能克服困难，拥有更美好的
前景。”该行党委书记李好德在赛后点评时
如是说。

在微党课竞赛上，退伍士兵郭振华深情讲述了汶川地震时部队

救援的背后故事——

一段往事释初心 牢记使命化担当

品牌推广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11月26日，由市金
融工作局、人行焦作市中心支行主办的“反
洗钱之夜”暨焦作市金融机构反洗钱短视频
大赛颁奖晚会在焦作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
厅举行。焦作中旅银行制作的反洗钱短视频

《隐形的陷阱》在此次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据了解，此次大赛全市共有银行、证

券、保险近 90 家金融机构参与并提交作
品。经过业内专家集中评选，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2名以及
优秀奖15名。

《隐形的陷阱》 讲述了一名中介人员
通过有偿的方式诱惑大学生办理银行卡，
用于一投资担保公司非法集资洗钱。结果
大学生到银行办理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及时
识破，并被劝阻。后来经过警方调查，大
学生办理银行卡所出借的公司，就是通过
大量购买银行卡的方式洗白犯罪资金的一
伙人。在银行的协助下，这伙人最终被警
方逮捕。通过这一个短视频来提醒广大公
众增强反洗钱意识，远离洗钱活动。

在颁奖晚会上，由焦作中旅银行创作
的小品《小心钱多多》，将反洗钱法律法规
融入其中，以轻松愉快、诙谐幽默的表现
形式，有效普及了反洗钱知识，受到了观
众的一致好评。

市金融机构反洗钱短视频大赛举行

焦作中旅银行荣获二等奖

图为小品《小心钱多多》表演现场。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开栏的话: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见
证了中国一大批品牌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它们不仅是企业展
现给市场和消费者的认识和承诺，更是企
业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中国旅游
集团是这些品牌中的其中一个。为了让读
者了解中国旅游集团，即日起，本报将对
中国旅游集团旗下的旅行服务、旅游零
售、酒店运营、战略创新乳化、旅游金
融、旅游投资和运营等六大业务进行介
绍，欢迎关注。

作为六大业务之一的旅行服务业务是中国
旅游集团的主业也是祖业，早在1928年便开始
了发展之路。在中国旅游集团新品牌的带领
下，旅行服务业务将迎来崭新局面。目前，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业务集入境游、出境
游、国内游、定制游、创新游、会奖业务、
签证及证件业务、商旅业务等综合业务于一
体，在国内外拥有近 3000 家经营网点，在
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 60 家，
年均接待旅游者超过 2000 万人次，形成了
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现代化经营网络。中
国旅游集团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营海外
签证中心，年受理签证申请200多万件。在香
港地区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香港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办理服务、“非深圳户籍常驻居民香港游”、
各国签证代办以及粤港两地车牌年审代办等
13类证件服务。中国旅游集团旗下中国旅行
社总社、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等品牌家喻户
晓，深受全球游客喜爱。 中国旅游集团

旅行服务：做世界一流的全球
化旅游综合服务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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