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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走深走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作为根植重庆的

金融国企，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重庆分行”）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自觉服务

于党的方针政策，将

深化党建引领作为磐

石，把金融力量精准

有效地施于重庆发展

的不同阶段，持续提

升全行员工凝聚力、

向心力、战斗力，打造

党建引领发展的优秀

银行样本，助推重庆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金

融动能。

坚守党建主心骨
走好融合关键棋

扎根巴渝十余载，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见证了山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腾飞。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服务重庆本土经
济发展，这是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的立行之
本。始终坚持党建与经营的紧密融合、相
互促进，这是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发展强大
的核心要素，更是该行的“根”与“魂”。

近年来，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夯实党建基础，提高党的
建设工作质量，全面落实党的建设重点任
务，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
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改革发展优势。邮
储银行重庆分行这艘绿色巨舰在磨砺中
铸就出一支忠诚坚定的红色队伍。

“为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精心谋
划部署党建工作，邮储银行重庆分行逐
级建立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主体责
任清单，层层延伸传导压力。”据邮储银
行重庆分行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
还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通过扎实开展
模范机关建设、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规
范化建设、结合中心工作开展党组织活
动等具体措施，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
面进步。截至今年6月底，该行辖内共
有79个党组织、1534名党员。

在不断强化组织建设的同时，邮储
银行重庆分行多措并举筑牢全行党员
干部思想政治根基。发挥党委理论中
心组学习示范引领作用、落实“三个第
一时间”学习机制、分层分类开展党员
教育培训……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结
合本地红色资源，不断创新学习载体、
丰富学习形式，该行打造了入脑入心、
见行见效的“红色课堂”，有效引导党员
干部持续坚定初心使命，不断强化责任
担当，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克难攻
坚的信心勇气，投身于开创银行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

今年上半年，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刘华生以《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开启重庆
分行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重温“三湾改
编”历史，持续深化党建工作》为题，为全
行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就如何

深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开
启重庆分行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从强化
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推进高标准的转型
发展、加强高水平的风险管控、落实高效
能的精细管理、打造高素质的人才队伍5
个方面，进一步理清思路、把握方向、强
化举措，推动分行高质量发展任务落细
落实。

日前，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号
召下，邮储银行重庆分行走进长寿区新
市街道新同村，参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 存款保险宣传进乡村”主题宣传活
动，通过播放存款保险宣传视频、开展现
场存保知识宣讲、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
向村民宣传存款保险知识，为构建健康
和谐的金融环境贡献了邮储力量。

提升金融战斗力
共生共荣助实体

党旗所指，邮储所向，实干当先。邮
储银行重庆分行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标对表，坚决扛起国有大行政治责任，
紧贴时代脉搏，主动服务长江经济带建
设、“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性发展战
略，坚持与重庆发展同频共振，凝聚起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专业优势。
截至今年4月末，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实
现自营业务收入13.26亿元，实现利润总
额6.65亿元，经营效益持续提升；人民币
各类存款3486.81亿元，人民币各项贷
款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24.78亿元，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邮储银行
重庆分行党委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团结带领广大干部
员工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复工复
产，加大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的各项经营工作。2020年，邮储
银行重庆分行了解到，我市某航运企业
回款因疫情受到较大影响，下游客户积
压大量运单，迫切需要重新打造容量更
大的船舶来提高自身运力。为此，该行

为企业授信近千万元，期限为5年，并快
速完成了贷款发放。

全力服务“六稳”“六保”，护航实体
经济行稳致远。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始终
坚持自身服务中小企业的发展定位，积
极践行普惠金融战略，不断推出各具特
色的金融产品和切实高效的金融举措。
截至目前，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超171亿元，近年来贷款增速年平均
达28%；2020年在各项贷款余额中占比
居重庆市国有银行首位，跑出了邮储银
行“加速度”，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输入
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值得一提的是，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加速向金融科技银行转型，加快提升服
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能力。5月13
日，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成功办理首笔“邮
e贴”业务，放款1083万元，进一步提升
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日前，该行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推出短期网络
全自助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有效纾困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

服务当先心相连
共叙巴渝山水情

面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形势
和新任务，金融如何服务好乡村振兴战
略，如何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
富？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以来，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始终坚持服
务“三农”战略定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各
项决策部署，在总行机构改革的统一框
架下，全力构建覆盖全市、深入县域的

“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体系，最大程度
地发挥了邮储银行服务“三农”、支持乡
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据了解，为统筹推进全行乡村振兴
工作，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了由“一把
手”任组长的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制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关于全面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文件，明确涉农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年
度任务目标，强化落实措施指导，抓实抓
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结合农业生产的季节特点和生产周
期，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创新“三农”
小额贷款产品，满足不同类型和规模的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积极支持农业
农村现代化。截至目前，该行发放涉农
贷款余额超273亿元。

此外，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积极践行
“普之城乡、惠之于民”初心，不断下沉金
融服务重心，积极引导各个分支机构的金
融资源向重庆各区县广大农村地区倾斜，
倾力打造“1+2+N普惠金融服务到村”基
地，把普惠金融带到村间地头，切实提升
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

征途漫漫，唯有不懈奋斗；重任在肩，
更须策马加鞭。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将继
续坚持党建引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勇
于创新，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围绕“建设现代化一流商
业银行”目标，深入推进“五化”转型，奋力
开启重庆分行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李端 徐一琪 石涛
图片由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邮储银行酉阳支行工作人员在车田乡小寨村油茶基地调研

一张鎏金岁月里谱曲的金色唱片，一首点燃现场氛围的改编乐曲《新城之路》，一个新城“理工男”诚挚分享的情感共鸣……一场别具一格的品牌沟通会，
也是新城控股住开成渝区域（下称“新城”）对品质生活的完美诠释。

6月28日，新城在重庆举办“X-in时光的EP”品牌沟通会。以品质铭刻时光之韵，以创新驱动发展之魂，进入成渝并持续深耕4年的新城，通过年复一年
的匠心打造，已经全面布局45个人居精品项目，落子11座吾悦广场，获得15万名业主的共同认可。

这意味着，4年来，新城已然打造出了一张凝聚美好的“时光EP（迷你专辑）”。

4年匠筑45个人居作品，获15万名业主认可

新城成渝用“时光的EP”为品质生活加码

““X-inX-in时光的时光的EPEP””品牌沟通会活动现场品牌沟通会活动现场

高空音乐会上的新起点

一张“高质量的音乐EP”需要耗
时多久？新城成渝大区围绕“X-in”
这一关键词，用了4年的时光来作答。

“我一直觉得音乐是留存时光和
寄语未来最好的介质，新城进入成渝
4年，成就了一支独一无二的时光专
辑。”在新城控股住开成渝区域总经理
王延军看来，“X-in”不仅代表新城，
也意味着创新与融合。

好的音乐，经历时光的发酵，会历
久弥新。正如好的建筑一样，经过时
间的考验，既能传承历史文脉，又能前
瞻性迭代人居标准。在“X-in时光的
EP”里，新城走出了自己的节奏感
——惯于细细打磨、慢慢出品，在时间
的度量衡中向下深入、向上勃发，如好
音乐一样自有生命力。

更为难的是，登上发布会尼依格
罗酒店的62层高楼，在领略重庆两江
四岸璀璨夜景的同时，新城站在过去
4年高质量发展的肩上，视野更加开
阔，积淀更加深厚，这也意味着新城又
一个新征程正式开启。

卓越起点上的新版图

2017 年，新城正式进入成渝市
场，经过4年发展，新城已经在成渝先
后落子达45个。

桃李郡，新城进入重庆的一号作
品，在空港成熟区域加持下，以人文为
筑园理念，打造出融入城市性格的经
典产品。

新城·朗隽大都会是较早践行中
央公园区域“商住双驱”模式的项目，
业主出门就可“约会”2300亩生态公
园。

琅樾江山位居大渡口滨江核芯板
块，作为西城首席滨江大盘，连续两年
成为大渡口区量价冠军。

…………
细数这些楼盘，不难发现，每一处

楼盘都前瞻性地布局。坚持城市核心
资源占位，优享完善的周边配套，始终
是新城的择址准则。

不辜负每一块土地，新城认为，只
有懂得客户，才能更好地服务客户、适
应市场。因此，新城在前瞻多元化消
费升级需求基础上，从住宅业态、配
置、品质等方面进行升级，并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物业服务，构建专属的生活
圈层，以满足不同业态、不同配置下客
户的多元化需求。

在住宅市场之外，新城更是进行
全场景、高品质维度升级，铺展商业版
图，在成渝区域集中布局11个吾悦广
场，凭借“有情怀、不复制、具规模”的
九字箴言，延续开一座火一座的传奇，
其中成都龙泉吾悦广场开业当天达到
了21万人次的客流量、武侯吾悦广场
开业日入驻品牌100%满铺开业……

在“商住双驱”模式下，新城“双足
走路”，短短4年就成为15万名业主
的共同选择，市场给予了新城最好的
答案。

据了解，后续新城将带来雍江上
境、林屿溪、蓉御天骄等4个全新住宅
项目，以及8座待开业的吾悦广场，为
成渝双城发展提供更多澎湃动能。

广阔版图上的新兑现

站得稳不稳，走得远不远，对于房
企来说，最终都要靠品质来说话。

把对合作伙伴的严格要求前置，
把业主的需求与沟通前置，这或许是
新城取胜市场的法宝之一。“交付是信

任托付的结果，也是我们追求的结
果。”王延军说。

基于此，新城在2018年率先开
启了“幸福体验升级”工程，逐步实施

“幸福体验官计划”，即面对业主及市
场最关注的品质问题，项目交付半年
前，新城就邀请业主、媒体等代表化
身幸福体验馆，走进新城的工地，通
过体验、参与、分享、反馈，来实现客
户需求的输入，推动建筑品质及服务
的升级。

据悉，自2018年至今，“幸福体验
官计划”活动已经成功举办87场，共
有1万余名业主参加其中。

此外，新城还有一个“亲听客户声
音”的活动，让高管走进新城控股全国

客户服务热线“4008呼叫中心”，担当
起与客户沟通的“亲”听者。让王延军
感动的是，因为平日物业管家的及时
处理与沟通，在成渝专场当日，鲜少有
客户打专线反馈问题。

正是因为坚持对客户承诺的倾心
兑现，成为了许多客户喜欢上新城，钟
情于新城的内在驱动力。

责任兑现上的新实践

怀抱一颗炽热之心，新城不仅潜
心于自身的发展和提高，更热衷于将
其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愿景和使命
中，把不断沉淀积蓄的公益力量，转化
为助推城市发展的又一股新动能。

2013年，新城控股创办的大型公
益品牌“七色光计划”正式成立，涵盖
了教育平权、儿童健康、绿色社区、环
境保护、人道救助、文化工程、体育运
动七大板块，希望以企业之力搭建公
益平台，凝聚更大的社会力量参与其
中。

4月10日，“七色光计划·幸福公
益集市——听障儿童陪伴成长第五季
暨听见新城成渝1/2的声音”公益活
动在重庆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举行，
现场组织了重庆听障儿童的聚会，开
展了“1/2的声音艺术展”，社会各界
人士纷纷以不同的形式为听障儿童献
出了关爱。

今年6月，“七色光计划”的首个

核心项目“光彩图书馆”落地成渝，
新城组织员工与公益志愿者一起前
往涪陵区大顺乡更新小学校，向学
校捐赠 2000 本图书、书架及座椅
等，通过精彩的书籍、生动有趣的课
堂、面对面的悉心交流，为孩子们成
长助力。

先于时间的客户洞察、融于城市
的共同生长、勇担社会责任的担当，新
城不断以有温度、有延续、有创新的标
准与服务，为业主及社会贡献更多美
好力量。

观察》》
“理工男”也有“文艺范”

为客户，做的比说的更好——这
就是新城给人的“理工男”初印象。

正如新城控股住开成渝区域总经
理王延军所说，“新城做事特别平实，
在项目之初，就要找最好的供方跟我
们合作，因为质量和品质是我们最看
重的。”

然而，当慢慢靠近、细细了解后，
又会发现新城的骨子里充满了文艺
细胞。

从前期充满悬念的海报视频，到
现场光景交错的摩登布置，再到音乐
会娓娓道来的轻松氛围，这次品牌沟
通会的始终，让一个务实做事、又不忘
给生活来点情调的“理工男”形象丰满
呈现，也刷新了人们对于新城的认知。

就如这场高空之上的特别音乐
会，以“X-in”的方式，让新城新潮、时
尚、有温度、有细节的生活态度，通过
音乐与旋律的共振引发更多情绪共
鸣。

方媛
图片由新城控股住开成渝区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