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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为了全面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我市商

务部门千方百计强招商 、 引项目 、 促消费 、 扩开放 ， 前三季

度， 全市消费持续回暖、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利用外资大幅增

长、 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 我市商务经济运行实现稳中有进。

消费 “稳定器” 作用突出

前三季度，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053.3

亿元， 同比

增长

6.6%

， 高于全省

0.6

个百分点， 增幅列全省第一； 今年国

庆假期， 在省商务厅组织的商贸消费排名中， 我市增幅位列第

二， “ 稳定器” 作用突出。

稳步推进商贸繁荣。 围绕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开展了

上饶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规划编制工作， 梳理了“ 五区”

62

个重大项目。

2022

上饶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动， 饶

π

特色

经济街区、 东门

1981

文旅街区、 云谷田园、 广丰玉兔广场商圈

等地同步举行消费促进活动， 发放各类消费券， 激发市民消费

潜力。 国庆期间， 上饶市各 （ 县、 市） 区累计举办政府主导的

促消费活动

110

余场次， 发放消费券

1430

万元， 被监测的

43

家“ 重点流通零售企业” 实现销售收入

24405.25

万元， 较去年

同期增长

11.3%

， 市、 县联动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动， 确保了

全市消费市场氛围持续高涨。

商务 “组合拳” 亮点频出

前三季度， 我市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

强， 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 商品结构更趋优化， 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

稳步推进招大引强。 聚焦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战

区， 继续围绕光伏新能源、 光电、 汽车、 新材料、 文旅、 现代

农业、 现代服务业和大数据八大战线， 开展小分队和驻点招商。

加大引进“

5020

” 项目，

1-9

月， 全市向省申报“

5020

” 项目

33

个， 签约总额

1169.65

亿元。 其中签约百亿元项目

9

个， 签

约总额

964

亿元； 稳步推进外经贸发展， 继续培育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 挖掘出口增长点， 推动“ 两转” 和跨境电商出口， 海

外仓全球布局发展迅速， 我市共有

11

家企业在全球

21

个国家

设有

39

个海外仓。

1-9

月，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378.51

亿元，

增长

81.2%

， 总量全省第六， 增幅全省第三。 其中， 出口

346.97

亿元， 增长

92.70%

， 增幅全省第二。

1-9

月， 全市新增“ 走出

去 ” 企 业

5

家 ， 新 增 直 接 对 外 投 资

48639

万 美 元 ， 增 幅

265.27%

， 总量和增幅均排名全省第一方阵。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

额

2508

万美元； 稳步推进平台建设。 稳定运行海铁联运“ 天天

班”， 加快推进上饶国际陆港建设， 推动物流仓储分拨中心、 上

饶无水港西迁等项目投入运营。 全面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

帮助广丰区保税仓———江西富运保税仓储有限公司开展相关业

务， 争取海关支持， 促进万年县保税仓———万年稻盛投资公司

尽快获批。 据悉，

1-9

月， 上饶

-

宁波“ 海铁联运天天班” 共开

行

297

趟， 发运集装箱

20222

标箱， 同比增长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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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丽 记者陈建报道：蔚蓝的天空与红色的

跑道交相辉映， 舞动的身影与激情的呐喊相映成趣，为

增强员工身体素质、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员工

团队合作精神， 横峰农商银行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该

行总行班子成员参与活动，十一个党支部组成五个小组

参与角逐。

比赛场上，每一位运动员笑容洋溢、精力充沛，朝气

蓬勃，发扬“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赛出水

平、赛出欢乐、赛出风采。 本次趣味运动会设有团队赛

“ 夹球跑接力”“ 趣味接力赛”“ 二人三足”“ 背后传字”；个

人赛“ 眼疾手快”“ 欢乐呼拉圈”“ 趣味跳绳”等项目组成，

并且组织参赛员工积极踊跃参与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

抢答比赛，营造出浓厚地学习的氛围。

整个运动会气氛热烈而紧张， 扣人心弦又不失活

泼，加油声、欢呼声、笑语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整个运动

场，参赛职工纷纷表示将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热情、高

昂的斗志、百倍的努力，团结一心助推横峰农商银行高

质量发展。

数据导读：

■

在对外贸易方面，继续保持了

较好的增长态势， 进出口增幅全省第

三，出口增幅全省第二。

■

在招大引强方面，已向省商务

厅申报“

5020

”项目

33

个 ，投资总额

1169.65

亿元，项目数居全省第二。

■

在利用省外资金方面，引进项

目

366

个

,

项目数居全省第二，实际进

资增长

9.46%

，增幅全省第二。

■

在开放平台建设方面， 今年

2

月成功获批跨境电商综试区， 填补了

我市开放平台的空白。

■

在社零方面，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1053.3

亿元， 同比增长

6.6%

，

高于全省

0.6

个百分点， 增幅全省第

一。今年国庆假期，在省商务厅组织的

商贸消费排名中，我市增幅位列第二。

■

在数字经济方面，网络零售额

已完成

78.03

亿元，同比增长

28.95%

，

总量和增幅居全省前列； 电商示范企

业和直播基地的数量居全省第二。

■

在对外投资方面 ，新增“ 走出

去”企业

5

家（ 科迪勒拉太阳能有限公

司、耐普矿机（ 赞比亚）有限责任公司、

晶科电力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健康之

路股份有限公司、晶科能源（ 越南）实

业有限公司） ； 新增直接对外投资

48639

万美元 ，增幅

265.27%

，总量和

增幅均排名全省第一方阵； 对外承包

工程营业额

2508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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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我市商务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张远 本报记者 陈建 钟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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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建报道：为了更好地决胜四季度、备战

开门红，提升网点负责人营销及管理能力，推动全员营销

在全行走深走实，近日，广丰农商银行组织开展了网点负

责人营销能力培训及全员营销活动动员会，会议邀请了第

三方培训公司进行授课指导，行领导班子，各部室、各网点

主要负责人共计

40

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主要围绕晨夕会管理、 业务分配与追踪、批

量营销活动组织与开展、 营销技能提升等方面为切入点，

分享了营销案例和营销技巧。 会议指出，要强化思想认识。

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多了解客户需求，多掌

握客户情况；坚持做小做散的理念，坚守市场定位，把“ 深

度四扫”“ 乡村振兴战整村授信”和“ 支小支微普惠授信”工

作做实做透，把基础客户做大做强，走“ 小而美”的差异化

发展道路。要明确目标方向。加大对白名单、灰名单客户的

对接力度，加强客户维护，主动上门掌握客户融资需求，将

“ 惠农网贷”“ 居民网贷” 等线上贷款产品作为营销获客的

重要手段， 把引进的客户转化为有效客户和有效信贷投

放。 对流失客户逐户进行原因分析，分门别类进行“ 回头服

务”。 要强化合规意识。 严格执行贷款“ 三查”要求，坚决守

住风险底线，把好第一道防线。 要重品行、正操守，增强守

纪律、讲规矩意识和廉洁从业的自律意识，从自身做起，杜

绝各类异常行为的发生，依法依规，廉洁从业。 要转变工作

作风。 做到坚守岗位、恪尽职守，胸怀大局意识，做到满怀

信心、充满激情，争先创优，做到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同向

发力， 坚决杜绝只是和前台业务岗位有关系等片面的、短

视的错误思想。 机关部室要时刻响应和全力配合工作推

进，做好物资、技术和政策保障，实现各部门、各岗位之间

的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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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建报道： 为深入推进整村授信和支

小支微工作， 强化员工信贷营销及业务拓展能力， 全

面提升“ 整村授信、 支农支小” 服务质量。

11

月

10

日， 弋阳农商银行召开“ 整村授信 支小支微” 营销话

术培训会， 该行班子成员， 各网点负责人、 客户经理、

运营主管及部分机关员工共

100

余人参加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会采取“ 专题授课

+

互动演练” 的方式

进行， 营销实战专业培训师结合该行“ 整村授信” 及

“ 支小支微”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以任务目标为导向，

从预先谋划、 营销策略、 营销步骤、 营销方法、 营销

话术技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为破解营销之困提

供了营销新思路、 新理念。 在互动环节， 培训师为员

工在营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答疑解惑， 并现场拨

通客户电话， 为大家进行营销示范， 传授经验， 进一

步夯实学习成果。 整场培训“ 干货满满”、 气氛活跃、

互动热烈， 达到了培训的预期效果。

弋阳农商银行行长李学群表示， 该行将继续打造

百姓的贴心银行， 以“ 整村授信” 和“ 支小支微” 为

驱动力， 不断提升服务“ 三农”、 服务小微、 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能力， 当好“ 乡村振兴主办行”， 勇做“ 地

方金融排头兵”。 他同时并要求各网点加快工作进度，

以此次培训为契机， 总结心得， 统一营销话术， 坚定

信心、 笃行实干， 以“ 提速快跑” 之姿为银行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

连日来， 铅山农商银行干部员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全力以赴“决战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聚力完成

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确保年度工作交出满意答卷。

学习上 “快部署”，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热潮。 把铅山农商银行高质量发展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标对表， 结合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立足实际补短板、 强弱项、 固底板、 扬优势， 在推动

县域经济争先进位再发力、 开新局。 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 砥砺作

风， 团结带领全行干部群众踔厉奋发、 苦干实干、 只争朝

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铅山农商银

行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同时围绕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 新论断、 新思想， 紧密结合金融工

作实际， 认真钻研、 深入思考， 不断深化对做好金融经济工

作的规律性认识， 进一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新时代金融

工作的过硬本领和务实举措。

宣传上“全方位”，全力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紧扣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本职，满足广大客户需求。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 ”铅山农商银行要求每一位干部员工立足本职，结合全

行经营实际，始终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坚持做小做散做特

色，通过“深度四扫”和“整村授信”方式，推动普惠金融向纵深

处延伸，深度挖掘有效客户，实现“三年翻番”工作任务目标增

长的新高度。 聚焦三农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通过“线

上

+

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不断下沉金融服务重心和服务范

围，借助“金融

+

服务”的模式，满足广大农民消费需求。

落实上“见成效”，推动全行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在调查

研究中锤炼优良作风。铅山农商银行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统一思想认识，按照省联社及上饶辖区党组各项工作部署，紧扣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金融改革发展重大实践、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问题，以优秀的调研成果服务高

质量发展。党员干部做表率，全体员工学有榜样，干有目标。围绕

全年各项任务目标， 要求党员干部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

去、把短板摆进去，深入推动信贷转型，持续加大小微企业和涉

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充分发挥“金融赣军”作用，提升营销拓客质

效，加大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探索

铅山特色的本土化、多元化、高效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新模式，让

普惠金融服务有力度、有深度、有温度，为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的新铅山做出积极贡献。 （ 作者单位：铅山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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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居民在以萌宠为主题的小乐园里休闲、

游园。 近年来，信州区大力推进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建成

智慧公园、党建公园、邻里公园等多个特色鲜明、功能多

样的“口袋公园”。这些口袋公园集绿化、美化、休闲、锻炼

等功能于一体，为百姓着力打造“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

园、转角遇见美”的美好生活空间。 如今，面积不大的“口

袋公园”已成为周边居民感受自然、散步休闲和健身的绿

色公共空间。 记者 陈建 钟芷涵 摄影报道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做好金融工作的强大动力

朱蒙娜

“

口

袋

公

园

”

扮

靓

城

市

惠

民

生

弋阳农商银行

召 开 营 销 技 巧 培 训 会

广丰农商银行

以培训助推服务能力提升

上饶中心城区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