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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积极支持重庆山清水秀美丽乡村建设，乐享幸福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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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金融智慧力量
提升“三个能力”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95岁老
党员张富清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在建设银行引起强烈反响。张富清是建
行的一名离休干部，全行员工以他为骄
傲和榜样，广泛开展了学习宣传活动。
建行重庆市分行掀起了学英雄、谈感想、
讲认识、促发展的热潮，学习他“忠诚担
当、不忘初心的党员本色；不畏艰难、矢
志奋斗的拼搏意志；胸怀大局、不计得失
的奉献精神；深藏功名、居功不傲的谦和
风骨；淡泊名利、乐观朴实的人生态度”，
对标张富清老英雄，做到学习入脑入心，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这也是建行重庆市分行长期坚持党
建引领，打造忠诚有为的员工队伍，认真
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的真实写照。

以党建优势彰显国有金融鲜亮底
色。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行重庆市分行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
治，引导全行干部员工全面系统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
内涵，不断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分行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细化83项具体措施；完善领导干
部党建联系点制度，实现所有基层行、所
有党口部门、所有行领导的“三个全覆
盖”；党委成员带头深入基层一线，累计
开展党建和业务调研100余次，帮助基层
解决问题200余个。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就是要体现在
破难题、克难关上面。建行重庆市分行
按照市委市政府、总行党委的统一要求，
深化对脱贫攻坚的认识，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加大政策及资源投入力度，创新金
融扶贫产品和服务，扎实推进金融精准
扶贫工作。

“昨天我还在为满屋的橘子发愁，今
天你们就来帮我们了，不仅家里堆放的
橘子卖完了，挂在树上的成熟果子也都
有着落了！”在今年4月云阳县红狮镇宝
丰村建行善融扶贫专场活动现场，贫困
户黄大爷开心极了。让黄大爷脸上一扫
阴霾的关键就是建行“善融商务”电商平
台，给他滞销的水果开通了“快销通道”。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金融支持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号召，践行总行“十
三五”金融扶贫工作规划，建行重庆市分
行加强电商扶贫推广应用，通过开通“善
融·巴渝馆”和“善融·重庆扶贫馆”，打造

“善融商务”电商扶贫平台，拉动龙头企业
商户入驻，开展主题营销活动，开辟金融

扶贫特快专线，帮助贫困区县企业扩大营
销范围，引导贫困地区产品走出大山。

目前，已有包括涪陵鱼泉榨菜、武隆
豆干、忠县豆腐乳、奉节脐橙等众多的扶
贫商户入驻建行善融商城，2018年实现
交易31000万元。与奉节县人民政府签
订的《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开
启了“政府+龙头企业+农户+善融”电商
金融服务合作新模式。云阳的“三峡阳
菊”、酉阳的山茶籽油、奉节的脐橙和高
山晚熟黄心猕猴桃……这些农户们的辛
勤劳动成果，已经沿着建行“善融商务”
平台这一农产品销售的高速路，销出大
山，销往全国。截至去年末，建行重庆市
分行善融扶贫商户199户，其中个人商城
63户、企业商城136户，善融扶贫买方交
易额3.1亿元；关联建档立卡贫困户701
户，对接贫困人口2787人，有效带动贫困
农户脱贫。

善融扶贫只是建行重庆市分行多措
并举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党建引领、信
贷支持、长效机制……分行在打赢精准脱
贫攻坚战道路上的步伐坚定而扎实。

——强化党建工作对脱贫攻坚的主导
引领作用。建立定点扶贫派驻人员管理台
账。协助培训扶贫干部22人，协助建设党
组织活动场所，支持16个定点帮扶贫困村
脱贫攻坚工作专项经费32万元。

——聚焦重点区域，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持续加大对有分支机构的13个贫困
区县的支持力度，各项贷款增长较全行同
期贷款平均增速高3.6个百分点。贷款主
要投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建
设，着力改造贫困地区生产生活环境。

——坚持产业扶贫优先，建立扶贫
长效机制。结合贫困地区区域特色，创
新推出“富民合作贷”、“金叶贷”、“渝叶
贷”、“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等专属
金融扶贫产品。同时，结合金融科技战
略，推出“助保贷”、“抵押快贷”等产品，
及时满足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融资需求。
积极创建金融扶贫示范点，对贫困地区
的特色产业，如黔江桑蚕产业、涪陵榨菜
产业、丰都肉牛产业、忠县柑橘产业、石
柱辣椒产业、开州现代农业等加大支持
力度。

2018年以来，建行重庆市分行金融
扶贫贷款增速17.26%，高于全行贷款增
速10.31个百分点；承担定点扶贫工作任
务的分支行所在地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
全部给予扶贫工作满意的评价；承担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如期脱贫，贫困人

口增收高于当地平均水平；荣获“精准扶
贫示范金融机构”和“最具社会责任金融
机构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5月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建行重庆
市分行将积极贯彻落实“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党建引
领，持续深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
贯彻其中，推动全行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建行重庆市分行党委书记李涛表示，分行
党员干部将紧紧围绕“三个能力”建设、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履践
初心使命，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切实将
学习教育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
际行动，推动全行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迈
向新的台阶。分行还将以本次主题教育
为契机，把分行党的建设工作抓实、抓好，
激励全行党员干部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坚持党建引领，探索走出国有银行在新时
代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的新路子，切实增
强分行为重庆市新时代新发展、高质量发
展服务的能力。

增强“三个能力”汇聚金融力量，服
务“三个作用”共绘宏伟蓝图。建行重庆
市分行将继续紧紧围绕“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持续深
化“总行三大战略、重庆发展战略”两个
结合，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创造服
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典范，以优
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设银
行成立65周年。

高举旗帜党建引领
彰显“鲜亮底色”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建行重庆市分行普惠金融的最新
“成绩单”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末，
银保监考核口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144.51亿元，比年初新增66.9亿元，增
幅86.19%，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
速73.71 个百分点，圆满完成银保监

“两增两控”监管指标。
服务大众安居乐业，建设现代美

好生活。建行重庆市分行着力推动
“三大战略”、“劳动者港湾”和建行大
学等创新举措，在用金融“温柔的手术
刀”化解社会痛点、赋能社会进步的同
时，向着G端连接、B端赋能、C端突围
的目标稳步迈进。

建行重庆市分行积极践行普惠金
融战略，持续加大信贷等各类资源投
入，系统建设普惠金融专营架构，完善
普惠金融“五专”机制，破解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全方位
支持重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极大地
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获得感。

分行把普惠金融作为服务小微企
业的长期战略，创新推出了“云税贷”、

“结算云贷”、“账户云贷”、“抵押快贷”
等“小微快贷”系列产品，并基于“小微
快贷”构建了“一分钟”融资、“一站式”
服务、“一价式”收费的“三个一”信贷模

式，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成长烦恼。“建行惠懂你”
App实现在线测额、预约开户、贷款申
请等一站式办理，让广大小微企业享受
到触手可及的金融服务。截至2018年
12月底，小微企业累计通过分行“建行
惠懂你”App获得授信7亿余元。

“没想到，诚信纳税还可以换来真
金白银，上百万元的贷款，通过手机银
行几分钟就搞定了，真是太方便啦！”
作为“云税贷”产品的受益者，重庆市
泽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对建行
沙坪坝童家桥支行竖起了大拇指。

该公司是一家多年从事机械配件
加工企业，为了扩大生产，急需流动资
金。但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厂房为租
用，企业主的住房又是按揭，企业融资
十分困难。鉴于该企业为沙坪坝区多
年诚信缴税企业，建行向其推荐、提供
了“云税贷”产品，迅速解了客户燃眉
之急。

有情怀、有担当、有责任、有办法，
建行重庆市分行通过与重庆市税务局
合作，创新推出的“云税贷”，为众多诚
信经营及时纳税的小微企业解决了资
金难题，也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到
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民营企业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对于建行重庆市分行来说，不仅仅
是一种理念、一句宣示，更是立足时
代、融入地方、服务发展的主动实践。
建行重庆市分行用科技赋能创新服
务，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
积极搭建服务平台融入民营经济并促
进其发展。今年以来，分行作为首批
合作银行之一与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
理局签约开展“数字重庆·渝快融平
台”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支撑中小企
业融资贷款，促进银企有效对接，解决

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截至5月末，通
过平台为企业发放贷款7.2亿元。分
行积极协助市经信委打造“重庆市中
小企业商业信用价值贷款平台”，依据
专有指标设置评分体系，为中小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截至5月，通过该平台
贷款1.27亿元。

此外，分行还通过降低内部资金
转移价格、落实无还本续贷要求、利用
政府应急转贷机制等多项举措，缓解
小微、民营企业融资贵、续贷难等问
题，支持重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从
未懈怠，成果不断涌现。

用心支持实体经济
创新“温柔的手术刀”化解社会痛点难点

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防范金融
风险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再创新佳绩，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这是2014
年中国建设银行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的重要批示，也是建设银行做好经营管
理的根本遵循和在新起点上再创新佳绩的行
动指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新时代金
融改革发展的终极指向。站在新时代的高台
俯瞰，无论是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地
方产业转型升级，还是运用金融科技力量，践
行普惠金融支持小微、民企，助力百姓安居乐
业，都能充分领略到建设银行赋能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建设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大手笔、
大作为。

深入贯彻落实“三个能力”建设要求，坚定
不移确保总行三大战略目标不折不扣落地，开
启第二发展曲线，建行重庆市分行全力服务重
庆区域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中发挥支撑作用贡献力量。

积极发挥建行在基建领域的金融业务优
势，集中资源支持铁路、机场、轨道、电力等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渝贵铁路、轨道5号线、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楼等项目。据统
计，近3年，该行累计为重庆“十三五”规划重点
项目等提供贷款超过1200亿元，其中，铁路、
机杨项目贷款余额均为全市第一。

运用金融科技力量，全力服务重庆智慧
城市建设，助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建行重
庆市分行累计投入2亿元，无偿为政务、政法、
扶贫、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进行智能化应
用升级。搭建政融支付平台，推动“渝快办”
功能完善；与富民银行等71家同业金融机构
合作，开放共享金融科技能力，协同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智慧交通场景，上线主城
公交充值项目，实现永川公交、合川公交、成
铁重庆客运段的移动支付；打造智慧医疗场
景，市肿瘤医院、儿童医院、重医附二院等实
现扫码支付诊疗费；打造智慧停车场景，“众
行租车”接入龙支付、涪陵医院停车场上线

“无感停车”、与优积付开展
“一折停车”活动、手机银行
智慧交罚款成功上线。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面临
“融资难、融资贵、资金周转不
足”等问题，建行重庆市分行
创新网络供应链金融模式，推
动中小企业“互联网+”实体经
济建设和转型升级发展。供
应链金融（SCF）专门解决企
业在供应链“人、财、物、产、
供、销、采”等环节，特别是

“财”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为
处在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中小
企业提供融资渠道。该模式
累计为20家核心企业近450
户链条客户提供融资超100
亿元。建行重庆市分行还积

极支持“6+1”支柱产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近3年累计信贷余额超540亿元，年均增
幅超过10%。

同时，分行聚焦开放发展，统筹谋划，整合
资源，精诚合作，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为服
务重庆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持续发力。

——率先在两江新区、西永成立自贸区经
营机构，落地首笔非居民NRA账户结汇业务，
有效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积极支持跨国集团开
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
池；全市首推跨境保理融资新模式、全流程在
线“跨境e汇通”，切实服务中小微企业。

——率先在全市成立“中新（重庆）互联互
通跨境金融中心”。现已累计为在渝企业引入
境外低成本资金近100亿元，“示范项目”跨境
贷款笔数全市第一、金额全市第一。建行重庆
市分行配合总行与市政府、新加坡盛裕集团签
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强化与新加坡分行在中
新示范项目建设中的协同配合。牵头整合渝、
桂、黔、甘、青五省市建行资源，建立合作机制，
共同支持“陆海新通道”建设。

此外，建行重庆市分行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将绿色信贷要求融入业务流程
管理之中，在准入、资金发放和贷后管理等环
节加强管理，引导信贷资源投向低碳经济、循
环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对严重产能过剩行
业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助力重庆在推进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截至
2018年12月末，该行绿色贷款314.02亿元，
增速16.43%，超过对公贷款平均增速9个百
分点；绿色理财投放2笔共2.99亿元，绿色债
券承销2笔共5.5亿元。

建设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实施“三大战略”
和启动“第二发展曲线”使建行积聚了更强的
力量，保证了分行能够以更好的体系化金融服
务能力，支持促进重庆新发展。在建设银行将
于7月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中，建行将继续在大数据智能化、内陆开
放、城乡融合、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为重庆发
挥“三个作用”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时，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为新时代重庆发展把脉定位、导

航定向，希望重庆更加注重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

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

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

用。肩负更高的使命，发挥更大

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重庆迎

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

力、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参与国际

竞争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建设银行的殷殷期盼。增强“三

个能力”建设，服务“三个作用”发

展，共谱巴渝新篇章，共绘重庆新

蓝图。7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将

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新的《战

略合作协议》，拟自2019年起的5

年内，建行将累计为重庆市提供

不少于1万亿元的意向性综合融

资，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城乡融合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现代金融中心

建设等重点领域与重庆市政府展

开深入合作，为重庆发挥好“三个

作用”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在渝机

构，建行重庆市分行始终秉持国

有大行的使命情怀和责任担当，

与时代同进步，与重庆共发展，与

百姓共繁荣，全面推进“住房租

赁、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三大战

略，服务重庆“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和发挥“三个作用”要

求，以奋斗之姿汇聚新时代金融

力量，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

社会痛点难点，为人民安居乐业、

建设美好生活提供“建行方案”，

全力以赴服务重庆经济发展大

局，与全市人民一起共创重庆新

发展的新华章。
彭定锐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建行“善融商务”电商平台成为特色农产品的
“快销通道”。

建行支持“陆海新通道”建设，为重庆内陆开放新优势贡献力量。图为重庆果园港。

运用金融科技力量，建行服务重庆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建行发挥金融业务优势，助力重庆基础设施建设。

日新月异大发展中的重庆日新月异大发展中的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