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荡金融活水
让“实体之树”根深叶茂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根基命
脉，而要让实体经济茁壮成长、枝繁叶
茂，则需要金融活水的倾情浇灌。去
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
经济造成的冲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打出金融“组合拳”，落实“六稳”“六
保”，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助
企纾困解难。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各
类资源要素的集中地，也是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2020
年，该行累计为我市制造业授信96亿
元，同比增长41.9%；累计投放普惠贷
款50.8亿元，平均贷款利率大幅降低
至4.3%。特别是在开展对公汽车金融
业务方面，该行进一步提升服务质
效。去年，该行为长安福特提供100
亿元低成本综合授信支持，成为其最
大贷款银行，同时成为长安汽车经销
商最大授信银行，全年提供42亿元融
资支持。

融资难、融资贵向来是民营、小
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

而疫情则让这些问题更加凸显。为
切实缓解企业发展压力，中信银行重
庆分行进一步强化信贷支持，精准润
泽民营、小微企业。2020年，该行为
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偿还贷款的220
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办理了延
期还款；对出现阶段性资金流动性困
难的106户汽车经销商，采取银票置
换缓解其兑付压力；通过展期、借新
还旧及变更还款计划、调整结息安排
等方式助 134 家企业纾困，涉及金额
达67.4 亿元。

多元协同赋能
“中信舰队”出击屡创佳绩

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实业”的协
同资源，中信银行组建“中信联合舰
队”深化“大协同”商业模式，为全行业
务发展和经营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
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与更多新的贡献。

2020年，中信银行全面确立了以
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对公金融战略，形
成了对内协同与对外协同融合，融融
协同与产融协同并举，业务发展与风
险防控并重的发展格局。2020年，中
信银行重庆分行制定了《中信集团协
同委员会重庆区域分会工作实施细
则（1.0 版，2020 年）》，以区域分会强
化信息共享、提升合作质效，持续增

强集团子公司在渝的协同和联动。
同时，联合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组成
联合体，积极承销重庆市地方政府
债，为稳投资贡献力量，全年投资地
方政府专项债101.7亿元；联合中信
证券为企业发行短融、中票、公司债
等合计 235 亿元；联合中信金租完成
租赁融资 8.3 亿元；联合中信信托发
放信托贷款6.5 亿元。

无论是融融协同，还是产融协同，
由“集团协同”赋能的“中信舰队”成为
了中信银行在新形势下加快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汇聚涓涓善流
“家园文化”书写无疆大爱

“十年筑梦·爱在黄沙”。2020
年，是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在綦江区黄
沙小学开展爱心助学的第 10 个年
头。多年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先后
组织400余员工参与到支教活动，捐
助20万余盒爱心牛奶，建立“中信爱
心图书室”，开设“中信开讲啦”课堂。

累计3万多公里往返路程，1.2万
小时支教课程，这背后，体现的是该
行的“大爱”精神。这样的“大爱”，又
源自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的“家园文
化”。

作为分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

持久发展的根本保障，2020年，中信
银行重庆分行的“家园文化”经整合
后编制成《家园文化手册》，不断丰富
其“三讲、三人、三个辩证关系”的文
化内涵。

管理讲规矩、干事讲业绩、为人讲
口碑。通过人文关怀、职业规划、管理
智慧、责任意识等，“家园文化”成为了
重庆中信人不舍离弃的精神家园。它
代表的不只是企业文化的传承，更是
时代跌宕起伏的竞争中，分行员工共
建美好家园，自我成长的初心。

正是这样的“家园文化”，引导干
部员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让他们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给金融形势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依然
亮出了令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高举党建旗帜
奋辑逐浪“十四五”新征程

2020 年，中信银行“党建+”品
牌正式发布，标志着中信银行党建
文化全面进入品牌化时代。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实施总分行新三年战略规划的
启动之年。

“在不断引入金融活水的同时，抓
好党建工作意义重大。”据中信银行重

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以平介绍，去
年以来，该行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质
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为加强党建工作推动，
该行成立了党建工作领导小组、“金运
模式”推广暨党建共建领导小组，负责
党建相关工作重大问题的决策部署。
健全各级责任落实机制，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进一步落实落细。

与此同时，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党
委牢牢抓住思想建党这个根本，突出
理想信念和党性淬炼，形成从严从实
抓党员教育管理的良好态势。特别是
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学习党
章党规、学习先进典型，把“四史”教育
作为2020年轮训主要课程，3年完成
党员党性修养轮训全覆盖。如编发

“党建知识十问十答”“党建+微课堂”
等，不断丰富学习方式。

回眸“十三五”，助推山城经济腾
飞硕果累累；展望“十四五”，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必将继续把牢发展根本方
向，筑牢发展根基，突出发展共融理
念，以优质卓越的金融服务，为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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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股份制银行的在渝机构，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坚定不移地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沐风栉雨、砥砺

奋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翼助力，与美丽城市建

设同频共振。

倾力服务区域经济建设 铸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交出2020年高分答卷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和重庆市医保局签约

强化顶层设计
“校地联动”破解育人难题

援建八一职校，培养技能技术型
人才5000多人；学生入职后，平均月
薪6500元以上，企业用人满意度达
99.2%，大多数成为玉树州信息技术、
加工制造等行业的技术骨干；支持民
族地区教育的经验成果，影响辐射至
辽宁、湖北、湖南、贵州等7省市，起到
了示范引领作用……

一项项显著成绩的背后，凝聚了
南川隆化职中教育人的心血和智慧，
折射的是南川隆化职中对民族教育开
展的群策群力、创新求变。

据了解，南川隆化职中积淀多年
民族教育经验，本着大胆创新、勇于实
践的态度，从2014年开始致力于内地
西藏中职班“校地联动、四方协同”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扎实做好内
地西藏中职班的各项工作，有力推动
了民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
向、管长远的东西。南川隆化职中打
出人才培养第一张“关键牌”，就是确
立“校地联动”发展理念。基于内地西
藏中职班的办学实际，学校通过与玉
树州、南川区教育部门，以及与西民中
心和八一职校展开多维度、多样化、深
层次的交流合作，制定出台了《校地联
动人才培养合作方案》《校地双向联动
人才培养实施方案》等文件。在加强
顶层设计，树立起“校地联动”人才培
养理念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政
策引领作用，也对学校在办好内地西
藏中职班的过程中，破解发展难题、增
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供了理
论依据。

“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
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南川隆化职
中党委书记、校长张健表示，“校地联
动”人才培养理念的提出，是学校破解
内地西藏中职班培养主体单一的关键
性举措，体现了内地西藏中职班人才
培养的定制化、特色化、民族化，为开

辟校地联动育人新途径打下坚实基
础。

构建培养模式
“四方协同”凝聚育人合力

“如果不是来到南川隆化职中求
学，我学不到知识技能，现在也许会在
老家务农。”毕业于南川隆化职中内地
西藏中职班的学生俄金洛桑感慨地说
道。

俄金洛桑家住青海省玉树州囊谦
县乡达镇多昌村帮达队，迫于家庭的
贫困，他曾经面临失学的窘境。南川
隆化职中开办内地西藏中职班，实行
对口招生，点燃了他对未来的希望。

来到南川隆化职中后，俄金洛桑
一边参加校内勤工俭学，一边完成专
业学习……如今，俄金洛桑就业于青
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城中区中心幼儿
园，月薪达6500元，实现了“就业一
人，脱贫一家”。

在南川隆化职中，像俄金洛桑这

样因就读内地西藏中职班而改变命
运，带动家庭发生变化的藏族学生不
在少数。

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模式，
是使学生从课堂和书本知识走向就业
和职业岗位的重要桥梁。南川隆化职
中开办内地西藏中职班打出的第二张

“关键牌”，就是与高校、生源地职校、
生源地“四方协同”，联合制定《内地西
藏中职班人才培养方案》《内地西藏中
职班课程纲要》《隆化职中与八一职校
师资联动互访实施方案》《内地西藏中
职班研学旅一体化活动方案》等办学
制度，并明确了“夯实专业基础知识、
强化核心专业技能、拓展专业核心素
养”的“三元融合”培养目标，为构建

“校地联动、四方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勾画出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施工
图”。

教育合力的形成，助推南川隆化
职中在师资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
置、管理模式、帮扶关爱、活动开展、科
研发展、学生学习和生活习惯等环节
发力，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培养更多
高技能人才。

比如，在师资建设方面，南川隆化
职中与西民中心、八一职校合作，以

“选培聘”相结合的方式，聘请民族教
育专家、职教专家组建师资指导团队，
建立师资培养制度和管理机制……组
建了一支师德崇高、业务精湛、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师资团队。

针对教育教学，南川隆化职中依
托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融
通专业技术、爱好培养、特长发展、爱
国教育、养成教育等，促进学生成长为
有思想、有修养、有创新意识、有过硬
能力的人才。

南川隆化职中“校地联动、四方协
同”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提高了民族
教育质量，带动了民族地区学生就业
创业，推进了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培育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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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班学生合影

“校地联动、四方协同”共育格桑花开
打造内地西藏中职班，探索人才培养新路径

举办内地西藏中职班
是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史上
的一个伟大创举，是进一
步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
发展，带动广大农牧民脱
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集体”“民族教育
团结先进单位”，南川隆化
职业中学校（以下简称“南
川隆化职中”）坚持立德树
人初心，勇担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发挥学
校教育教学资源优势，不
遗余力地探索民族教育特
色发展。

近年来，学校承担重
庆市对口帮扶青海省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项目，开设
内地西藏中职班，定点招
收青海省玉树州藏族学
生。与西南大学西南民族
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以
下简称“西民中心”）及青
海省玉树州教育部门、青
海省玉树州八一职业技术
学校（以下简称“八一职
校”）合作，构建了内地西
藏中职班“校地联动、四方
协同”培养模式，培养了一
批批“用得上、留得住、下
得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为青海省与重庆市深
化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绿
色农业等产业合作提供了
人才储备，促进了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

去年 10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第一个关于
教育评价系统改革的文件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概括了教
育评价的要义与精髓，为树
立科学的教育评价指明了
方向，对今后教育评价深化
改革、科学转型，具有鲜明
深刻、意蕴丰富的引领指导
作用。

在此背景下，南川隆化
职中内地西藏中职班构建
以文化理论和专业知识为
主体，文化艺术节和技能节
为两翼的发展性评价体系，
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能力素
质、行为习惯、专业技能、文
化知识、艺术素养进行综合
性整体评价。

为持续强化教育评价，
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
南川隆化职中对接区域经
济，以学生成长为驱动，构
建了学校与生源地同向、学
校与企业同向、过程评价与
结果评价同向的“三维同
向”评价机制，分别从与生
源地民族特色活动衔接、专
业技能与职业拓展融合，进
行学分考核；通过校企合作，聘请创
新创业导师、产业技术骨干，培养学
生核心竞争能力、职业适应能力；按
照“40%平时成绩+30%期中成绩+30%
期末成绩”，实施总结性评价，让教育
评价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

下一步，南川隆化职中将会继续
发挥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改进结果评
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
全综合评价，建立起多元化评价体
系，为民族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
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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