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
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
下简称“邮储银行”）作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长
期以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示范点-强基固本-示范区”三步走，探索
出一条以“夯实基础、多级示范、四级联动、注重
实效”为特色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路径。

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是邮储银行重庆分
行唯一一家参与总行基层党组织规范工作示范
区建设的参建单位，该行以“立足党内工作规范
化，聚焦党建引领经营发展，谋求基层党建工作
创新”为主要内容，推动形成辖内党组织党建工
作“一盘棋”。

问：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作为二级分行，
管理4个一级支行党支部和机关党支部等5个
支部，基层机构多，党员分布较广，巴南分行党
委是如何筑牢党建基层堡垒，方式方法上有何
创新？

张永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邮储银行高度重视党建基层工作，
在全行部署开展“强基固本”系列工程和示范区
建设，就是要扭转基层党建薄弱的局面，提升基
层党建工作质量。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作为
重庆分行唯一一家参与总行示范区建设的基层
党组织，坚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示
范区建设。

一方面，我们狠抓基础党务工作，以统一台
账、统一信息宣传栏的方式统一辖内党建工作
模板。在“强基固本”系列工程中，指导各基层
党支部通过严格执行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建设
到位、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基础党务规范等
八条实施标准，实现并长期保持全行基层党组
织的规范化运作。在党建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我们制定了党委工作“四本账”和党支部工作

“五本账”，统一制定了党务公开栏、党建信息宣
传栏，使全辖党建工作模板进一步规范。通过
党建工作晒账本的方式，让党建工作更加规范
和公开。既给基层党组织压力，更给基层党组
织动力，把党的建设根基筑牢夯实。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特色党建活动，创新党
建工作形式。如组织“微党课”征集活动，通过视
频短片、故事分享等形式讲党课，创新教育模式，
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向基层延伸，教育引导

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四讲四有”合格党
员；开展共产党员承诺践诺主题教育活动，以“改
进作风、提高效能、服务客户、廉洁自律”为主要
内容，通过“党员定诺、支部审诺、公开亮诺、自觉
践诺、集体评诺、总结提高”六个环节，增强党员
自我检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意识，督促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服务改革发展，把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能。

通过“强基固本”等系列抓手和载体，扎扎
实实做好党建基础工作，释放了基层员工的活
力和创造力，涌现出像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区支
行董毅沛、綦江区支行张文佼、江津区支行成佳
莉等优秀青年代表，为经营管理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

问：党建工作只有融入到企业发展中，才能
真正生根发芽。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是怎样
破除党的建设和企业发展相分离、搞成“两张
皮”的现象？

张永强：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拥有一支非
常团结的队伍，党委班子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
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带领干部员工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一直以来，巴南分行在业
务发展、风险防控、资产管理各方面均稳中求进，
资产质量管控在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排位第一，不

良率仅为0.78%，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党建
工作对经营管理的引领和推动。

我们大力推动党员干部履行“一岗双责”，
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扎根到哪里，通过

“党建+”的方式把党的建设融合到重点工作、重
点项目、重点活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助推打赢“三大攻坚战”，我们相继开展“党
建+精准扶贫”、“党建+风险防控”、“党建+绿色
金融”等工作，如在“党建+精准扶贫”中，成立金
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辖内金融扶贫工
作。截至2018年11月30日，邮储银行重庆巴
南分行共发放扶贫小额贷款“惠农易贷”241
笔、金额987.6 万元，超额完成邮储银行重庆分
行下达的800万元目标任务。邮储银行重庆万
盛经开区支行党支部充分利用2018-2019年
跨年度业务旺季发展这一契机，于10月起开展
了“党员帮扶网点，促进业务发展”活动。该活
动在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将支行班子成员、部门
经理及中后台普通党员随机分配到支行3个网
点，每周不少于两个半天时间到网点担任临时
大堂经理、客户经理等，缓解前台压力，帮助业
务发展。

问：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未来将怎样深
入开展党的建设，有哪些规划和安排？

张永强：下阶段工作中，邮储银行重庆巴南
分行党委将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推动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坚强保证。

一是扎实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
用新思想新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巴南分行工
作。二是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
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把“两个坚决维护”落实到
行动中。三是以“强基固本”和示范区建设为主
要抓手，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发挥示范区辐
射效应，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四是
开展“两优一先”评比，选树宣传先进典型，通过
榜样的激励带动作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五是探索“党建+”与经营发展的融合模式，
提升党建引领效果，贯彻执行好中央和上级党
组织的决策部署，推动巴南分行高质量发展。

2019年，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将旗帜鲜
明抓党建，牢记使命勇担当，重整行装再出发，
锐意创新、开拓进取，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国企
责任，以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回报大众百姓。

刘学 张妮
图片由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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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晒账本
变“软约束”为“硬杠杠”

在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工作示范区建设
中，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坚持夯实党建基础，
建立党建台账制度，把党建工作的框架从“软约
束”变成“硬杠杠”，让制度扎根在每个党员心
间。在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的党务公开栏
上，就有不少跟党委工作“四本账”相关的内容，
以公开张贴的方式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建立账
本的方式，有力促进党建工作制度化、公开化、
规范化。在该行所辖党支部，还有党内生活记
录台账、党员发展台账与党员名册、党费收缴与
使用管理台账、党组织书记与党员谈心台账和
重要党内活动台账“五本账”。“党建活动到了基
层，最怕流于形式，思想上松懈。有了台账，每
件事都有落实，就像钉钉子一样扎了根。”一位
基层支部书记说道。

党建“晒账本”，统一党建工作模板，为基层
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规范指南。有了扎
实的制度，还要靠压实责任、真抓实干才能落实
到地。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党委班子率先垂
范，自今年7月起，已召开20余次党委会研究部
署党建等工作。凡属“三重一大”事项，都按照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
则，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会议程序规范、材料
齐全、记录纪要整理成册。班子成员均建立基
层联系点，每季度对联系点开展一次调研，既督
导业务发展和风险管控，又指导基层党建工
作。同时，发挥党委理论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作
用，形成了党委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民主生
活会等为主要抓手，基层支部以“三会一课”、组
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等为主要依托的学习
教育长效机制，引导干部员工提高政治站位，在
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还通过特色活动创
新形式，增强党建工作实效。例如，组织参加

“微党课”征集评比活动，拍摄的微电影《你的名
字》获总行三等奖和市分行一等奖、微故事《服
务上门党率先》获市分行三等奖，创新了党员教
育模式，提高了学习效果。

红色动力促发展
创新思路勇担当

在党建工作红色动力的促进下，邮储银行

重庆巴南分行党委坚守零售战略定位不动摇，
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党员干部政治定力，党
委书记全面负责党的建设，班子成员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
用，将党的领导贯穿到转型发展全过程。立足
现阶段重点工作，创新“党建+”模式，不断丰富

“红色动力”新内涵，推动经营管理迈上新台
阶，助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在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展现了国有银
行的责任担当。

在精准扶贫领域，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
推动“党建+精准扶贫”模式，成立金融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指导辖内金融扶贫工作，印发《巴
南分行关于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
导意见》《巴南分行关于全面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意见》，为精准扶贫提供政策支撑和工作
方案。截至2018年11月30日，邮储银行重庆
巴南分行共发放扶贫小额贷款“惠农易贷”241
笔、金额98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分行下达的
800万元目标任务。

在风险防控、合规经营方面，邮储银行重庆
巴南分行推动“党建+风险防控”，深入开展银行
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职责
分工，全面暴露风险问题，积极开展合规宣传，

印发了《巴南分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
年规划》，为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指明方向。

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党委还实施“党建+
绿色金融”，成立了绿色银行建设领导小组，加
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制定方
案、精准施策，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服务，努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

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所辖各支行通过
“强基固本”系列建设工程，广泛调动广大党员
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激发经营
活力，纷纷以“党建+业务”模式大力促进经营
发展。如邮储银行重庆江津区支行开展农房
抵押贷款业务，2018年累计发放贷款466笔、
金额6800多万元。邮储银行重庆綦江区支行
结合实际开展“党建引领，普惠金融”主题活
动，由支行党支部书记带头，全体党员分为5
个小组，与网点客户经理一同走访周边街区宣
传邮储银行ETC业务，有效促进党建工作与
业务发展互融共进。

在党建工作的有力引领下，邮储银行重庆
巴南分行经营工作稳中向好。截至2018年11
月，全行资产规模达到71亿元，存款规模达到
94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资产质量管控方
面，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在重庆分行所辖8
个二级分行中排名第一，不良资产仅为5700万
元左右。

在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红色文化的滋润
下，一批批年轻党员和青年骨干脱颖而出。青
年党员张文佼201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邮储银
行重庆巴南区支行工作，从党务、文秘做起，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担任巴南大道支行行长后，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及金融法规，带领
网点员工勤勉工作，顽强拼搏，获评市分行
2015-2016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8年凭
借优秀表现和综合能力被提拔为巴南分行辖内
綦江区支行副行长。青年团员董毅沛长期奋战
在一线柜台，细致认真服务好每一位顾客，在做
好本职工作之余，代表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参加
了2018年集团公司、总行举办的邮政金融“安
全伴我行”主题辩论赛，重庆邮政金融获得全国
总冠军，董毅沛还获得“最佳辩手”称号。青年
党员成佳莉连续两年被全国金融团工委评为

“全国金融青年服务明星”，2018年获评全国金
融系统优秀共青团员，展现了邮储银行重庆巴
南分行青年员工的激情、担当与活力。

不忘初心，奋勇前行。随着党的建设不断
深入，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将认真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提升党建工作融入经营发展、服务大局的能
力，以新担当新作为，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贡献
新的金融动能。

邮储银行重庆

巴南分行现辖 4 个

一级支行和 247 个

金融服务网点，党

员127人、党员先锋

岗 30 个 。 自 2016

年以来，巴南分行

党委持续推进基层

党组织“强基固本”

系列建设工程，通

过严格执行邮储银

行总行实施标准，

实现辖内基层党组

织规范化运作。党

委班子高度重视党

建工作，认真落实

管党治党责任，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党建引领，着

力推动党建和业务

“两手抓、两促进”，

为企业改革创新和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提供了坚强保障。

2018 年，邮储

银行重庆巴南分行

荣 获 总 行 颁 发 的

“储蓄业务最佳发

展奖”。7 月，巴南

分行党委被列为总

行级基层党组织规

范工作示范区建设

单位。

传承红色基因 开创发展新局面
——访邮储银行重庆巴南分行党委书记张永强

巴南区支行党支部开展“精准扶贫”主题党日活动

江津区支行党支部看望贫困户万盛经开区支行党支部开展“金融知识
进社区”活动

巴南分行机关党支部参观杨尚昆故居，重温入党誓词 綦江区支行党支部开展“党建引领，普惠金融”活动，党员带头宣传ETC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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