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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好新闻大赛（短新闻）

金融防风险  关键看党建
——北京分行以党建正风气控风险促发展

□本报通讯员  耿思齐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
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对商业
银行来说，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自
身改革发展的全过程，是做好新时
代党建工作的重要命题。邮储银
行北京分行为此坚持以党建正风
气控风险促发展，围绕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
三大任务，着力健全各方面风险防
控机制，为实现分行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
障。

“一把手工程”引人心

在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道德
风险等金融风险中，最关键的是由
人引发的道德风险。深究金融机
构发生的那些大案要案，根本原因

是内部员工出了问题。要确保员
工不犯错，关键在于从思想上让他
们不想犯错和不愿犯错。北京分
行党委认为，筑牢思想道德大堤是
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北京分行近年来一直把党建
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落到实处，
扎实做好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帮助
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实
践证明，凡是党建工作和思想工作
做得好的，业务一定发展得好。该
分行员工目前最普遍的感觉是，分
支行凝聚力和荣誉感增强了，形成
了风清气正的好氛围；基层党员以

“亮身份”为荣，主动佩戴党徽，乐
意让客户、同事监督自己，自觉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用制度保障做实党建

党建工作要做实，必须有科

学的制度保障。北京分行为此积
极打造集考核、评价、督察、巡察
为一体的闭环党建制度。

用考核指挥棒促党建工作常
抓不懈。党建工作考评结果计入
绩效考核，才能形成实际约束力
与激励效果。设置党建工作长短
期目标，量化党建基础管理工作，
执行党建工作在评优评先工作
中“一票否决”，党建工作考评结
果与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考核、单
位年度先进评比和党组织书记述
职评议考核直接挂钩……北京分
行通过系统目标管理考核评价办
法，让各级党组织成员从心底重
视党建，自发承担党建责任，自觉
落实党建目标，推动党建工作真
正从“边缘”走向了“中央”。

强化纪检委员的独立监督职
能。北京分行党委在 19 个支行
党总支中都设置了纪检委员，辖

内所有二级支行网点创新设置纪
检监督员。党总支纪检委员每年
从全面从严治党、“六大纪律”执
行等方面对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进
行“画像”，“画像”结果直接交到
党委书记手中。各网点监督员及
时宣传上级精神，适时提醒领导
干部，及时反馈员工心声，推进作
风建设常态化，促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形成公开公正的评价机制。
每年年底，都是北京分行党支部
书记、支行行长的“大考日”。从
各基层党支部选出的党员代表、
群众代表、支委委员与各党支部
书记和支行行长齐聚一堂，听取
各党支部书记、支行行长述职述
廉，并根据各人所述情况当场打
分，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一项。
在阳光下晒成绩单的做法，赢得
了全行员工对党建考评的信服和

拥护。
在邮储系统率先制定巡察办

法。北京分行运用党建工作“回
头看”理念，通过政治巡察与上
级工作部署落实情况巡察两大主
题，推动总行要求、分行任务在基
层快速有效落地。

创建服务型党组织

在金融党建工作中，有形的
业务与无形的党建之间、长期的
思想观念形成与短期决策之间往
往存在客观矛盾，这些矛盾的解
决直接关系到党建工作的效果。
北京分行党委认为，调和这两种
矛盾都离不开融合、务实、创新的
党建工作，融合是核心，务实是要
求，创新是手段。

融合是指党建工作要始终围
绕中心工作开展。

� （下转第 2 版）

央行第四次降准
10 月 7 日，央行宣布自 10 月 15

日起，调降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 1 个百分点，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已是年内央行第 4 次降准。央行指
出，这次降准属于定向调控，银根并没
有放松，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会继
续维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引导货
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从“十一”黄金周的情况看，中
国金融市场全部休市，外部市场则震
荡不已。香港恒生指数 10 月 2 日开
市连跌 4 天，富时 A50 指数期货下跌

4.1%，离岸人
民币兑换美
元 跌 穿 6.9。
因此，稳定国
内金融市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第一要务，央
行货币政策成为中国经济稳定的关
键。

业内普遍认为，这次降准在市
场预期之内，有助于缓解市场的流动
性，引导和稳定金融市场预期，提升
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实际上，破解实体经济融
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需要银行体系
拥有充裕、稳定的资金，需要引导市
场利率下行。此时降准可进一步增
加银行资金的稳定性，优化商业银行
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降低银行
的资金成本，以此推动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下降，确保为小微企业、民营企
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精准的融资来
源。 □本刊编辑部

诵读

红色家书

9 月 20 日，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在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碑前举办了“诵读红色家书 传承红色基
因”朗诵大赛。该分行 12 个基层党委通过层层选
拔带来 12 个朗诵节目，以真情追思先烈、以真言
缅怀岁月、以真心铭记历史、以诵读红色家书感悟

初心，扛起新时代的使命。经三位专业评委评比，
九江市分行的朗诵节目《壮烈歌》最终荣获一等
奖。江西省分行机关全体党员和各市分行青年代
表 400 余人现场聆听诵读。

江西省分行今年以来为 6600 多名员工每人

发放了一本《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
并以党委中心组的形式组织诵读，逐级举办朗诵
大赛，将诵读红色家书活动和党建共建、重温入党
誓词、进行现场教育等活动结合起来，为业务发展
注入了活力。 □邹江英  汪国勇  摄影报道

广西邮银速三方共推
ETC业务快速发展

本报讯  （广西记者 � 叶见
锦）�� 自 8 月 ETC 营销活动开
展以来，经邮银速三方协作推
进，邮储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行 ETC 业务发展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截至 9 月 27 日新增
发卡 6.8 万张，完成总行任务
的 61.5%；9 月份累计发卡 3.9
万张，占当月地方金融同业发
卡总量的 85%；8 月 18 日 ~9 月
21 日，连续 5 周发卡量排总行
前五位。

广西区高速收费不停车项
目（ETC）起步晚、规模小，广西
区分行与广西区邮政分公司为
此在渠道建设上强强联合，投
资 400 多万元在全区建设 102
个 ETC 一站式服务网点。随
着 8 月 份 EMS177 个 网 点 加
入，广西邮政金融 ETC 业务发
展至此构建起覆盖所有市、县
的服务体系，业务覆盖力居同
业第一位。特别是 EMS 服务
加入后，加快安装发卡速度、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等问题迎刃而
解。之前，客户办理 ETC 业务，
需开车到指定网点签约并安装

OBU 设备，遇到排队安装或设
备缺货要多跑两趟。现在，客
户通过网点、官方微信或客户
经理登记安装信息后，只要提
供车牌号、联系方式，即可预约
时间地点，在家等待 EMS 快递
员上门安装，大大提升了服务
效 率。 自 8 月 1 日 开 通 EMS
寄递发行服务以来，广西区分
行日均发卡量稳步提升，9 月日
均发卡量达 1430 张，是 8 月日
均发卡量的 2.5 倍。

8 月下旬总行召开 ETC 业
务专题推进会后，广西邮银速
三方第一时间召开协调推进
会，明确“共举大旗、共享设备、
共同行动”，统一补贴政策，明
确费用承担，统筹协调设备采
购、获客营销及发行安装等环
节，解决业务发展中碰到的主
要问题；同时，第一时间召开邮
银 ETC 业务协同营销活动启
动电视电话会议，向全区宣贯
协同营销方案，统一步调。8~9
月，邮银速共同开展进机关、进
企业、进社区营销活动，累计登
记有效客户信息 7.5 万条。

至少跑一次
9 月 20 日下午 5 点多，客户赵锋拿到 400

多万元贷款后，给邮储银行浙江省东阳市支行
客户经理徐男打来电话，开心地说：“小徐，还
是你们邮储好！真的辛苦你了，十分感谢你。”

客户的肯定是徐男以“至少跑一次”的服
务跑出来的结果，她坚信在银行业服务竞争白
热化的当下，需要以更优质、个性化、高效的服
务才能制胜，不是“最多跑一次”的短时服务，
而是“至少跑一次”的感情服务。去年秋天，
东阳市支行开展了“个人商务贷款客户价值提
升”活动，赵锋是目标客户。徐男按活动要求
不定期联络、走访客户。在一次联系时，赵锋
因生产规模扩大需要贷款，徐男随即上门了解
情况。谁知刚进赵锋店里，赵锋就说：“另一家
银行刚定下来给我更优惠的利率和更高的额
度，说一周内放款。”徐男听完心
情复杂，但她没有灰心，走出客户
店铺还在想怎样争取客户。因是
午饭时间，她就先去饭馆吃饭。

点菜时，热情的饭馆老板让她产生了“可以打
感情牌”的念头。此后的日子，徐男只要有空
就去赵锋那里坐坐，聊理财、聊经营和楼市，还
聊邮储银行的最新优惠政策，平时也加强电话
联系，节日、生日发送祝福短信。在一次走访
中，徐男了解到客户正在卖房，想早点收到售
房款，于是主动帮忙，让赵锋以最快的时间拿
到了售房款。

种种暖心的举措，赢得了客户的认可。9
月 20 日上午，徐男接到赵锋的电话：“小徐，
方便来受理业务吧？我打算在你们银行贷款
了。”小徐瞬间眼眶湿润了，当即就去了客户店
里。徐男加班加点写报告，从安排签合同，到
登记房产抵押，再到放款，仅用了半天时间。

� □俞富强

广东省分行
手机银行发展创佳绩

本 报 讯� � 今 年 以 来，邮 储
银行广东省分行认真落实总行

“以发展手机银行作为全行实施
数字化转型引领”工作要求，着
力“上规模、促应用、优体验”，
推进手机银行业务快速发展。
截至 9 月末，该分行自营新增激
活、注册手机银行客户数等多项
指标排名系统第一。

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邮政
分公司对手机银行业务实行统一
部署、统一培训、统一营销、统一
考核、统一督导，并从资源支撑、
考核激励上予以全面落实，采取

经营绩效考核重点加分、专项投
入工资总额奖励等多项措施，银
邮协同、省分联动，先后开展了

“手机银行旺季营销”“党的领
导 +”专项行动等劳动竞赛促发
展，采取“日监测、周小结、月通
报、季表彰”，形成了你追我赶的
发展格局。同时，广东省分行还
加强产品与业务的融合，联动发
展个人金融、信用卡、消费信贷、

“三农”金融等业务，上半年电子
银行交易金额、交易笔数及人民
币理财规模（自营）和网贷放款数
量均列系统第一位。� □陈敏

高安市支行
江西高安，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 38 个县市之一，素有“赣中明
珠”美誉。邮储银行江西省高安
市支行紧紧围绕高安市“唱响高

安品牌，建设品牌高安，率先全面小康，冲刺全省十强”的工
作主线，积极投身“品牌高安”建设，彰显了邮储银行国有大
行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频频点赞。
 敬请关注本期 4 版——“品牌高安”建设的邮储担当

9 月“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发布

小微指数持续回升
本报讯 �10 月 8 日，2018 年 9 月份“经济日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发布，本期指数为
46.6，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表明小微企业运行持续
回升。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呈现“七升一降”态势。
其中市场指数为 43.8，上升 0.3 个百分点；采购指数为
46.1，上升 0.3 个百分点；绩效指数为 46.1，上升 0.2 个百
分点；扩张指数为 46.0，上升 0.2 个百分点；信心指数为
49.5，上升 0.1 个百分点；融资指数为 49.2，上升 0.1 个百
分点；风险指数为 52.6，上升 0.4 个百分点；成本指数为
60.1，下降 0.4 个百分点。

从行业指数来看，除服务业小微指数为 47.5，与上月
持平；住宿餐饮业小微指数为 49.0，下降 0.1 个百分点外，

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五
大行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均呈上升态势。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五升一平”态势。华北
地区小微指数为 46.1，与上月持平；东北地区为 42.2，上
升 0.2 个百分点；华东地区为 48.3，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
南地区为 50.0，上升 0.2 个百分点；西南地区为 47.5，上
升 0.2 个百分点；西北地区为 42.6，上升 0.3 个百分点。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全表示，小微指数连续两
个月回升，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小微经济的某些领
域已经成效初显。小微企业应抓住政策机遇，完善内部
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不断加快自身转
型升级。

� □褚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