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伏牛苍苍，丹水泱泱。上承天时之润泽，下秉山川之恩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河南福

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福森集团），十余载栉风沐雨，十余载上下求索，从单一制药

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涉及制药、新能源、食品饮料、有色金属加工、中药种植、林果产业、生态

旅游、农村金融、地产开发、通用航空、机场、教育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下辖20个子公
司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优秀民营企业、出口重点企业、省“百高企业”。

十余年来，福森集团高端定位，科学谋划，坚持“多元化”战略引领，立足“大产业构建、大

项目推进”的发展思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借力南水北调中线源头的区位优势，大力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医药产业——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

司，是目前国内剂型较全、生产规模较大的制药企业之一，“福森品牌”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

旅游产业——丹江大观苑景区被誉为河南省旅游业的一张珍贵名片；饮料产业——草本凉

茶“福森源”系列产品，已成为消费者健康生活的主流饮品；新能源产业——抢抓前沿技术，

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完整锂离子电池产业链的企业；通航产业——填补了南阳乃至豫

西南通用航空产业空白。

新战略引领新发展。面对新形势，福森集团乘势而为，开启多元化发展新未来，加速推

进工、农、旅三产深度融合，构建“大健康产业”战略格局，强力打造“百年福森”生态工业品

牌。满载机遇，砥砺前行。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福森集团正以全新的发展优势、全新的崛

起战略，在新的蓝图里展翅腾飞……

现根据集团战略发展需要，诚聘：

一、管理类：营销、企管、人事、行政、法律、旅游、酒店、农林果、广告策划；

二、专业类：文秘、财会、药学、中药学、农学、果树学、中草药种植、食品工程、电子商务、

通用航空机务、空管、通信导航、导游、电化学、计算机、机电维修；

三、营销类：药品、快消品、旅游、新能源、农副产品。

年龄45岁以下，具有相应学历和良好职业道德及敬业精神的有志之士均可加入团队。
优越的发展平台，广阔的晋升空间，优厚的薪酬福利，福森集团将与您齐跃千里，共创未来。累累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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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淅川县东环路福森集团总部人事劳资部

本报讯 （通讯员秦臻 刘珍妮）

近日，从南阳市农信办获悉，河南农

信“超级网银”正式上线，它能为个

人和单位用户提供跨行实时资金汇

划、跨行账户和账务查询 、跨行收

款等业务。

跨行转账、支付业务实时到账。

河南农信“超级网银”跨行转账，不

仅免手续费，还不需要收款银行开户

行名称，5万元以内 （含5万元） 跨
行转账实时到账，客户只需登录河南

农信网上银行，点击“转账汇款”，

选择“跨行快汇”即可，“超级网

银”7�24小时运行，无节假日，为客
户提供贴心服务。

实现一站式财富管理。客户使用

传统网银查询多个银行账户需进行多

次登录、查询操作，而“超级网银”

能够实现一站式查询，客户只需登录

河南农信网上银行界面，就可以查询

本人名下其他银行签约网银账户的余

额及明细。

强大的资金归集功能。客户开通

河南农信网上银行后，不管对方给客

户哪个银行账户汇了款，只要客户签

约跨行收款业务，资金就能转入河南

农信的账户。⑩9

河南农信“超级网银”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乔前锋 李玉超）

近日，社旗农信社举办“农商行转型

趋势分析与经营战略解析”培训班，

1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班邀请辽宁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辽宁省政协智库专家组成员牛箐

授课。牛箐通过详实的数据、生动的

案例对当前金融局势、农村金融服务

的转型路径、大零售时代银行营销思

维转型、首要战略调整、深度转型方

略进行了重点阐述，给正处在转型升

级、弯道超车的社旗农信社绘出了新

路径、点开了新链接。牛老师认真细

致的讲解，赢得了参训人员的阵阵

掌声。

该社乔理事长说，广大干部员工

要珍惜难得的培训机会，真正做到有

所思、有所悟，达到理清转型思路、明

确发展方向，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目

的。各级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精力

转移到工作上来，精心安排和部署各

项工作，以敢想、敢闯、敢拼的精神，抢

抓机遇，务实创新，扎实工作，为全年

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⑩9

社旗农信社举办春季首场培训班

开启农信转型新格局

A4金融理财 组版 余淼 校对 赵良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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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荐

工商银行

本报记者 宋歌 通讯员 潘毅

2016年，中原银行南阳分行紧紧围
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按照经济新

常态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等政策要求，在加大对工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工业稳增长、调结

构、增效益支持力度的同时，围绕全市

工业经济发展重点、热点，积极优化信

贷投向，扎实开展金融服务，在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中展现了责任担当。

信贷投放成绩卓著。按照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基本要求，该行不断优化

贷款投向，强化信贷服务。一方面，对

有信贷业务合作的老客户和全市重点

项目、骨干企业，充分发挥信贷服务作

用，全力支持发展。至2016年年底，该
行各项贷款较年初净增23.49亿元，贷
款增长27.96％，高于全市金融机构贷
款增长18.5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坚
持审慎积极态度开展票据融资业务，千

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至2016年12月底，承兑余额27.26亿元,
贴现8.23亿元。

帮扶企业展现担当。2016年，在市
政府、人行、银监局政策指导下，按照市

政府《关于开展困难企业金融帮扶工作

的通知》要求，对照困难企业库名单，主

动对接，在淅川县开展现场座谈，认真

听取当地26家企业的项目情况，了解企
业诉求，结合该行定位，先后投放贷款

6200万元对5家困难企业进行贷款支
持。同时，在全市银行业开展的“暖冬

行动”中，该行主动与镇平、南召两家企

业开展结对子活动，在综合考察企业资

金需求的同时，及时为企业发放流动资

金贷款1400万元，使企业顺利渡过了
难关。

突出重点深化合作。紧紧围绕全

市工业企业融资需求情况，加大有关项

目的对接力度，项目储备工作进展顺

利。至去年12月底，该行投行业务储备

项目8个，已向总行上报5个，涉及金额
13.58亿元；在河南省“1816”重大投资
项目营销上，至2016年12月底，已落地
项目50个，累计发放贷款6.3亿元。

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借助新业务、

新产品不断推出的大好时机,该行为广
大客户企业提供银行承兑、票据贴现、代

发工资、票据结算等综合服务。同时，该

行充分发挥电子银行、手机银行、金融理

财、投行、贸金、供应链等业务办理便捷、

快速的优势，为广大客户企业提供全方

位、多渠道的金融服务，至2016年12月
底，该行先后争取业务代理资格52个，
有效提升了竞争服务能力。⑩9

优化信贷投向 帮扶困难企业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服务地方经济显成效

中国银行

发行20亿美元债券
本报讯（通讯员钟航轩）近日，中行

在境外中期票据（MTN）计划下成功完成
今年首期美元债券定价，并计划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此次债券发行规模20亿美元，3年
期浮息12亿美元、3年期固息3亿美元、5
年期固息5亿美元，票面利率分别为3M
LIBOR+77Bps、2.375%和3%。

此次债券总认购金额达 61.2亿美
元，认购倍数3.1倍，最终价格较初始价
格指引收窄15至20个基点。近年来，中
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积极开展重大融资

活动，加强与投资者联系，已成为国际债

券优质发行人。⑩9

“融e借”更便捷
工行南阳分行推出“融e借”业务，是该行2017年个人

信贷业务的主打产品之一，具有3大特点：利息更低,即日起
至2月28日，1年期贷款利率5.22%，2年期贷款利率5.7%，
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约1元；额度更高，600元起借，最高额
度80万元；到账更快，受邀客户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营
业网点均可办理，贷款最快可实时到账；期限更宽，“融e借”
贷款目前期限最长可达24个月，贷12个月（含）以上，可选
择前6个月宽限期无需还款。客户可致电工行全国统一客
户服务热线95588，了解更多详情。⑩9 （蒋红升）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种类多
民生银行推出多款理财产品供客户选择，非凡增利理

财手机银行专属款产品5万元起，预期年化收益率273天
4.40%，10万元起，预期年化收益率361天4.35%；电子银
行专属款产品10万元起，预期年化收益率60天、89天
4.45%，181天、273天4.40%，361天4.35%；安赢保本理
财产品 5万元起，预期年化收益率 90天 3.60%、147天
3.70%。大额存单20万元起，固定利率1个月1.562%、3
个月1.562%、6个月1.846%、1年2.130%、2年2.982%、3
年3.650%。另有收益递增型理财产品，5万元起，申赎灵
活，产品投资收益与持有期限相对应，期限越长收益率越

高 。 详 询 民 生 银 行 财 富 热 线 ：（0377） 61601822、
61601866、61158018、61158066、61158089。⑩9 （王聪）

农业银行

账单分期享优惠
即日起至3月31日，农行开展新一期账单分期及现金

分期手续费优惠活动。

账单分期手续费优惠活动：农行信用卡（商务卡、准贷

记卡除外）主卡持卡人通过掌银、网银、短信、微信渠道办理

6期、12期、24期账单分期分别享受每期优惠手续费率
0.54%、0.46%、0.48%；靓居信用卡（原房贷信用卡）办理6
期、12期、24期账单分期分别享受每期优惠手续费率
0.54%、0.3%、0.3%。

现金分期手续费优惠活动：农行信用卡（商务卡、准

贷记卡除外）主卡持卡人通过掌银、网银、网点、客服中

心办理3期、6期、9期、12期现金分期分别享受每期优惠
手续费率 0.56%、0.52%、0.52%、0.52%；靓居信用卡
（原房贷信用卡）办理3期、6期、9期、12期现金分期享
受每期优惠手续费率0.35%。⑩9 （王辉）

长江证券

关爱送给特困户
本报讯 （记者包蕾）近日，卧龙区委宣传部、工信

办、长江证券南阳八一路营业部有关负责人及营业部大客

户代表，到卧龙区安皋镇太清观村，为特困群众送去了米

面油等慰问品。

去年8月，长江证券南阳八一路营业部开展了“关爱寒
门学子”活动，为品学兼优的准大学生送去助学金，并给予

安排实习、毕业后优先就业的承诺。去年年底，该营业部开

展“关爱特困户”活动，号召全体员工及营业部客户共同参

与，此活动得到卧龙区委宣传部的关注和支持。

营业部总经理吴增伟表示，今后将坚持不懈加强对

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将长江证券“关爱社会”的企业公

益精神扎扎实实做到实处。⑩9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

获评“A类银行”
本报讯（记者包蕾）近日，国家外汇

管理局南阳市中心支局发布了《关于

2016年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考核情况
的通报》，中信银行南阳分行从12家外汇
指定银行中脱颖而出，继2014和2015年
之后，再次被评定为A类银行。

2016年，中信银行南阳分行准确把
握外汇政策方向，快速适应外汇政策变

化，严格落实各项监管要求和内控管理，

在2016年度的外汇业务现场及非现场检
查中，该行的外汇管理工作得到了当地

监管部门的充分认可。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严格执行各项外

汇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提升外汇业务管

理水平，力争在外汇考核中再创佳绩。⑩9

工行南阳分行

开展业务营销活动，

工作人员走街串巷、

上门服务，为客户介

绍新业务

通讯员 蒋红升 摄

地址：南阳市八一路199号名门华府三楼

电话：0377—61559888

建设银行

一元换购得好礼
建行南阳分行在全辖各网点开展“一元换购”活动，

客户通过建行“龙支付”扫描二维码，交易金额1元，即
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龙支付”是建行以客户为中心、基于移动互联网而打

造的企业级支付品牌。“龙支付”产品组合首期整合了建行

钱包、建行二维码、绑定本行或他行银行卡（全卡付）、龙卡

云闪付、龙支付取款（随心取）、好友付款、AA收款、龙商户
等八项功能，后续将整合和创新更多支付功能。

活动期间，建行各县支行开展“龙支付积分兑换礼品”

活动，客户可通过建行“龙支付”扫描二维码，获得相应

价值的礼品。⑩9 （包蕾）

本报讯 （记者宋歌 通讯员宏凡

李万鑫 李咏梅）近日，我市银行业金融

机构落实银监部门工作要求，深入开展

平安建设专题宣传活动，加大平安建设

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农发行南阳市分行通过在单位门

口悬挂条幅、摆放展板、LED屏滚动播
放、向过往居民散发平安建设倡议书

等形式，宣传平安建设的重要性，大力

普及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知识，提醒

群众提高自身法制意识，保障群众自

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洛阳银行南阳分行组织开展了平

安建设宣传月活动。在活动现场，该

行员工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页，向群

众讲解近期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及预

防电信诈骗的主要方法，提高广大群

众防范电信诈骗能力。

邮储银行西峡县支行在网点醒目

位置摆放宣传折页和宣传展架，并组

织大堂经理、无班柜员、客户经理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宣传防盗窃、

防诈骗、防非法集资等知识，增强居

民防范意识，提高宣传覆盖面。⑩9

市多家银行业机构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普及安全知识 防范电信诈骗

农发行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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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建设新农村的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