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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 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中信银行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中最早成

立的新兴国有商业银

行之一，历来把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作为推动金融国企推

进改革发展的根本方

向和必须牢牢坚持的

根本原则，为我国金融

业的欣欣繁荣写下了

许多浓墨重彩的篇章。

重庆分行成立 20

年来，始终把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放在首位，

有力地推动了经营管

理和业务发展。特别

是近年来，分行党委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

加强党的建设，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发展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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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

提高分行自身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有力地助

推重庆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加强政治建设根本
协同作战发挥集团综合优势

“我们必须全面领会、准确把握党
的十九大精神实质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把政
治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年7
月，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陈以平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融
入“两点”“两地”战略，转型发展勇担使
命》为题，结合中信银行总行“增强五个
意识，提升六种能力”的要求，深入浅出
地给大家上了一场生动的党课。他表
示，“重庆分行全员要贯彻落实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要求，达到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洁作表率的目标。”

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党委的带动
下，全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
除了一把手带头讲党课外，分行党委还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去年以来开展
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学习会19次，开
展支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研；组织党员干部赴广州中共三大会
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开展学习教育，
组织优秀基层党员代表赴井冈山根据
地开展党性修养培训；组织“七·一 传承
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主题党建活
动；全行所有员工分阶段在网络学院在
线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程；组织
开展“不忘初心深学笃行”“学用新思
想、笔谈千字文”等主题征文活动，向中
信银行总行选报稿件20余篇等。据不
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共组织各类学习教
育活动13批次，3091人次参与。

作为中信集团在渝协同牵头单位，
重庆分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政治

基础，强化与集团子公司的紧密联动，发
挥好中信集团“金融+实业”的综合优势，
有力地支持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据介
绍，截至2018年末，中信集团在渝共设
立了22家子公司，投资250余亿元建设
了成渝、渝黔、沪渝和沿江等高速公路共
计300余公里；与重庆广电网络合资成
立重庆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参股三峰环
境集团，支持重庆绿色产业发展。

夯实组织建设基础
强筋壮骨迸发顽强战斗力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
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
系去实现。”这既是党中央的要求，又是
重庆分行党委一班人的共识，“夯实组
织建设就是在强筋壮骨，就会让我们这
支金融队伍迸发出顽强的战斗力。”

“为更好发挥支部教育、管理、监督
党员的职责，切实筑牢党建工作根基，
我们将基层党支部进一步细分设置，由
42个调整为56个。”据中信银行重庆分
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李良方介绍，该
行历来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他们严格
落实基层党组织日常工作细则的要求，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为业务的有力发展、经营管
理更加高效提供保障。从20年前的1
个网点、43个人发展到如今已有29家
网点、1030名员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队伍在不断壮大，战斗力也在持续增
强。他们首创融资新模式，率先发放12
亿元支持城镇化基础建设；他们协同集
团在渝子公司，投资250亿元建设成
渝、渝黔、沪渝等高速公路，为交通建设
注入动能；他们首创股权融资型理财产
品，筹集资金20亿元，助力重庆轨道交
通建设全面提速；他们首创地票质押业

务，支持重庆土地改革和城市化建设；
他们首创汽车金融服务模式，助力长安
旗下品牌年销量从30万辆突破300万
辆，提供融资超1000亿元；他们首发永
续债15亿元，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新方
案……

这一件件骄人的业绩，无不彰显了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做实党建工作发挥
出来的永续力量。

围绕经济建设中心
全心全意服务重庆经济发展

“抓好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其目
的就是要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好务。”在
陈以平看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作为国
有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将自身发展
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为全心服务社会民

生提供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为全力推动
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加油。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发展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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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何凸
显中信银行的责任担当，全力支持重庆
市委、市政府“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
计划”的实施，成为重庆分行一班人思
考和发力的重中之重。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精准对口扶贫黔江区良木村，派出
由共产党员担任的驻村“第一书记”，开
展产业扶持、教育扶持等“融资+融智”
等措施，促进整村脱贫攻坚项目落地，
帮助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为践行社会责任，中信银行重庆分
行连续8年走进綦江黄沙小学，开展“爱
在黄沙”爱心助学、研学活动，累计捐款

100万元。去年以来开展公益跑、学雷
锋、义卖等多样化青年志愿服务活动30
余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间千余小时。

为推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该行助
力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打造中欧班列
起点站；助推砂之船REITS海外上市，
带领当地企业走向世界；将总行级国
际业务运营中心落户重庆，为包括重
庆企业在内的1万余家企业提供跨境
结算、跨境融资等服务。

为支持民营企业、实体经济发展，
该行率先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信贷政策指导意见》和“四三
三”措施，有力扶持了宗申、博赛、智飞
生物、华晨鑫源发展壮大；及时为北汽
银翔提供1.1亿元流动资金，让企业重
获希望；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扶植猪八
戒网一举成为百亿估值“独角兽”。

为发展普惠金融，该行发力票据贴
现，强化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2018年累计贴现395亿元，同业领先，
强化科技赋能，创新“信秒贴”秒级自助
贴现，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发布“信秒
贷”，便捷个人贷款，让美好不再等

“贷”，截至2019年6月30日，累计发放
近25亿元。

为服务市民美好生活需要，该行已
为全市近10万人发放600亿元经营贷、
消费类贷款，已发放信用卡110万张，
手机银行用户已突破80万户，服务出国
金融客户20万人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信银
行重庆分行已累计支持重庆经济建设
近万亿元，仅近3年就为重庆企业发债
303亿元，位居重庆银行业前列；纳税
50亿元，连续13年获得“A级纳税企
业”殊荣。

蒋玄 张锋
图文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7月12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硬实力加冕
匠造东方意境 九曲至此大成

据了解，4月16日至今，九曲河举行
了3次产品交付，交付产品包含平墅及瞰
江独栋，从接房后第三方调查得出的数
据来看，业主交付满意率几近100%。

“一期如此，二期可期！为认真做
事、追求完美的金科九曲河团队点赞。”
有业主在接房后发朋友圈感叹。

让人好奇的是，面对交房大考，金科
以怎样的匠造标准与琼华系高端住宅定
位相匹配？金科又是靠什么赢得了这些
高端业主的认可？背后藏着怎样的秘
诀？

作为金科地产20年的扛鼎之作，金
科·九曲河在业界获奖无数：除“2017-
2018 中国百城建筑新地标”、“2017-
2018年度A' Design Award室内空
间设计金奖”、“2017-2018中国百城建
筑新地标”等荣誉奖项加身以外，金科·
九曲河还获得7项国家专利。

另外，项目自示范区开放以来誉贯
业界，已接待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3000余组业内参观团、5万余参观人次，
已成为外地客户来渝考察地产项目打卡
之地。

荣耀与赞誉的背后，是市场的追捧
和行业的认可，更是匠心打造和品质兑
现的坚持。

金科·九曲河的高标准交付，源于对
东方人居理想的初心，源于对高品质的
坚持，源于对匠心的传承，每一个交付细
节都反复研磨、追求更好。其中，景观营
造方案更是经历了30余次的颠覆与重
设，无论是建筑选材的反复精选还是景
观打造的最佳角度，将东方意境融入到
项目的空间布局、产品功能、园林造景的
打造中，从一纸规划到实景交付，每一个
环节都力求精益求精、不断超越。

高颜值吸睛
交付品质超越示范区

金科·九曲河是重庆5年来城市罕有
的1.0容积率的地块；在建筑配置上，最
大占地面积近3亩的瞰江独栋、重庆罕见
的一层一户的平墅作品、重庆单平方米

造价高出市场均价的精工建筑、“金管
家+金悦家”物业服务体系、重庆颇具影
响力的圈层平台、重庆首个水上禅院
……这些产品指标都让东方意境焕发新
生。无论是产品品质、配置标准、人性细
节，还是园林景观、车库空间、智能设施
等都高标准交付，已经成为引领西南地
区的人居标杆。

据了解，作为金科首个琼华系作品，
金科·九曲河以坊门、院门、入户门三重
门第三进院落再现中国传统居住礼序。
园林景观以写意的手法，融入中国东方
意境园林的美感，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建
筑深度汇融。其中，平墅区园林景观以

“行云流水”设计理念，寻脉东方禅境，特
邀国际著名雕塑家廖一百设计“九曲云
游”系列雕塑，以九曲江山为设计灵感，
以展现人生从容境界，重塑人与自然的
美好对话。

金科·九曲河采集世界高端配置标
准，融入对这座城市江山、人文和内在价
值的深度理解，采用高品质打造标准。
以套内约310平方米观止平墅交付实景

为例，一户一层，双精装入口大堂，全系
统采用国际品牌YKK门窗，类玻璃幕墙，
最长景观面逾77米，四面环景；建筑注重
东方文化中“家”的精神，约140平方米L
型家庭活动空间，内部空间围绕全生命
周期设计，让敬老、爱幼、惜己的居家理
念完整体现；近1万平方米中庭、超大会
所和蓝花楹主景观大道，让惬意人生与
舒适美景尽在眼前。

多维度服务
一次交付一生信赖

如果说金科·九曲河用颜值和品质
征服了业主的视觉感官，那么真情和贴
心的服务就直击了客户的内心柔软。

交付之前，金科·九曲河针对业主的
需求，特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接房方案，以
金科“金管家+金悦家“的物业服务体系
为平台，在接房之前就与业主产生了深
度的交融，例如利用微信公众号、400电
话、专有线上服务平台等互联网通讯手

段为业主提供前置服务。接房半年以
前，九曲河精心打造了“九曲讲坛”沙龙
品牌，为业主定制设计、国学、生活类课
程，开课10余次，打造业主圈层资源共享

平台，让业主提前体验到未来生活中的
高品质社区服务。

交房期间，专属看房服务团队多对
一的至善服务让交房诚意满满。另外，
颇具东方文化韵味的“首开院门”、“锦上
添花”、“揭匾入户”、“舞狮点睛”、“开门
迎‘柴’”、“开门见财”等交付仪式，让业
主尊享美好归家仪式，迎接未来美好时
光。

同时，金科·九曲河着眼业主间的
交互需求，更在设计初始就着重进行了
业主交互空间的营造——打造业界闻
名的“水上禅院”会所，集合了国学馆、
小剧场、私宴厅和恒温泳池等多种功
能。

在这里，金科·九曲河通过定期举行
的横贯东西的顶级文化盛事，不仅赋予
水上禅院独具魅力的文化内涵，更是以
此为平台，为业主打造独特的圈层文化，
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交融生态圈。

东方大美，尽在九曲。金科·九曲
河以品质超越承诺，以美好迎接未来。
如今，随着部分产品的圆满交付，不仅
树立了行业新标杆，更是不断兑现东方
人居理想。接下来，金科·九曲河推出
的东方墅产品也将延续此前两个组团
产品的设计理念与精工品质，备受市场
期待。

方媛
图片由金科·九曲河提供

如期而至的美好 金科·九曲河高标准圆满交付

作为金科首
个琼华系豪宅产
品，金科·九曲河
一出生就吸引了
行业、市场、客户
的多方关注。在
聚光灯的放大镜
下，金科·九曲河
的每一个动作都
备受瞩目。

7月12日，金
科·九曲河斩获
第14届金盘奖重
贵地区“最佳住
宅奖”第一名，这
是 继 2017 年 金
科·九曲河获得
金盘奖“总评年
度最佳预售楼盘
奖”后再获殊荣。

从“最佳预
售奖”到“最佳住
宅奖”，金科·九
曲河从效果图变
为实景图，以超
越示范区的交付
标准，赢得了市
场和客户的高度
认可。

金科·九曲河观止平墅园林实景图

金科·九曲河观止平墅架空层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