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如何“用党建引领最好银行建设”

韶山上屋场，特别党支部会议室。
92 年前，毛泽东在这里创建了中

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韶
山特别支部，开启了农村基层党组织
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之路。

92 年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
委班子追溯先辈足迹，在这里开展了

一次意义深远的中心组集中学习。 大
家忆历史、问初心、树信念、谋发展，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韶山精神，激励自身坚定践行“担当
社会责任，做最好银行”的使命。

这次学习，是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党委的一次信仰之旅，也是对“用最
好的党建引领最好银行建设”的庄严

宣誓。
去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

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固守国有企业
的“根”和“魂”。 作为我国唯一连续经
营逾百年的国有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
高度重视党建工作， 深入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提出“用党建引领最好银

行建设”。
湖南省分行高举党建旗帜， 从党

委班子到党务工作者， 从领导干部到
普通党员， 把党建放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要位置：党建责任担起来，党建平台
搭起来，长效机制建起来！党建工作融
入业务、融入基层、融入人心，成为其
发展之旗、力量之源。

高举旗帜领方向
党建抓得好不好，关键要看“领头

羊”。
2016 年， 新的分行党委班子刚成

立，就把党建工作放到了“引领发展”的
高度，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有岗必有责、守土须尽责。‘一岗
双责’ 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履行的责
任。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魏国斌在公司高管会上多次这样强
调。 行里明确了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
纪委的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党委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每
一位责任人、每一个职能部门，都要求
将党建工作任务列出清单，对照清单内
容抓好落实和推动。

过去，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普遍存
在“重经济、重业务、轻党建”的问题，认
为党建工作虚工虚做，导致国有企业党
建工作虚化、弱化、边缘化。 为此，湖南
中行从人力财力上予以保障，建立起严
格的考评机制、监督机制，通过学习培
训、比武竞赛等各种活动的开展，把虚
工做实。

在这里，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同研
究、同部署、同推动。 仅去年，分行党委
班子研究党团建工作 5 次，开展党委中
心组学习 6 次，党委班子成员到基层分
支行调研共 68 人次，遍及全辖 21 个机
构，带回 129 个具体问题，并一一答复，
切实解决基层行的实际困难。

在这里，党建“软任务”被分解成考
核“硬指标”。 行里设定了《湖南省分行
党务工作积分制考核管理实施细则》，
对各二级分支行党建工作进行积分制
考核，考核涉及 78 项内容。 规定动作是
基础分，创新动作得创新分，各分行之
间比创意点子争党建项目拿竞争分，大
大地提高了大家抓党建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

在这里，有了问题不回避，大刀阔
斧做整改。 针对中央和总行对该行巡视
反馈的问题，湖南中行党委召开 7 次党
委会，建章立制定规矩，明确标准、划出
红线。 抓住重点强监督，制定了信贷审
批、不良资产处置、信息化设备采购等 3
个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指引。 扎实开展

“四风”问题整改“回头看”工作，去年全
行业务费用较上年度下降 9000 万元。

更精干的人力被抽调到党务部门，
党建专项经费使用严格、 保障有力，各
种活动积极开展起来，党建工作风生水
起。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务部部长
易展鸿，过去是二级分行负责人，他说，
调到这里大家都调侃他到了“最清闲的
部门”，没想到这里现在成了“最核心的
部门”之一，工作比业务部门还要忙，责
任还要重。

如今，“抓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抓不
好党建是失职、不抓党建是渎职”的理
念已深入湖南中行每一个人的心中。 党
建旗帜高高飘扬，引领着湖南中行人前
行的方向！

流火七月，一场主题为“雷锋故里学
说雷锋精神·中行青年谱写奉献新歌”的
特别党团建设活动在望城区雷锋纪念馆
拉开帷幕。

说它特别，是因为活动参与者除了湖
南中行的青年党员外，还有中国银联湖南
分公司、 益阳申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Home 共享家等单位的党员代表。

“我志愿加入中国银行志愿者协会湖
南分会， 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在
庄严的宣誓声中， 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
“雷锋号”成立。 未来，他们将在同一个平
台上，携手挥洒青春、服务社会。

这是湖南中行“党建共建”的一个缩
影。 为提升党建工作活力，中国银行创新
打造新型党建格局， 积极开展与政府、企
业的党建共建。 目前，湖南中行辖内近一
半的二级机构已经实现了内外的党建共
建。 在共建过程中，双方相互交流党建工
作经验、相互帮促、共同开展活动，通过共
建交流，增进双方感情，巩固客户基础，拓
展业务机遇，促进党建和业务合作的双提
升。

“过去，大家做业务很多时候是‘饭桌
交际’，现在，让党建共建成为我们开展业
务的第二场景，不仅落实了中央‘反四风’
要求， 还让客户关系维系有了更牢固、更
坚韧的纽带。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纪委
书记邵磊告诉我们。 而另一方面，“虚”的

党建工作有了业务这个“实”的平台，推动
起来也比过去更加有效、更加有力。

“党建工作必须‘融入业务、融入基
层、融入人心’。 ”党委书记魏国斌始终这
样强调。

融入业务， 党建共建是一个重要手
段。 通过开展党建积极创造业务机会，坚
持用业绩来检验党建工作实效，切实解决
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融入基层， 就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让党建工作内容传导到基层、方式方
法适合基层、制度规定贴近基层、资源配
置倾斜基层，让党组织更有活力、党员更
有发展。

在这一方面，湖南中行效仿先辈“支部
建在连队”， 要求 2017年消灭空白党员的
网点， 三名以上党员的网点必须成立独立

党支部，网点建立独立党支部要求全覆盖，
发展党员 80％落实在基层，让“根”深植基
层沃土，让基层党组织更加活力四射。

他们开展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推
进基层党支部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
化。 一个个党支部建立起来，成为中行党
委遍布湖湘大地、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
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坚强堡垒。

融入人心， 湖南中行举办了复转军
人、优秀青年等特定群体座谈会，建设好
党员之家，开展中行好党员评比……把关
心关注党员和员工的工作生活作为开展
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党建工作
对他们予以引导、服务、培养和成就。 大家
思想上受到鼓舞、工作上受到带动、业务
上受到助力，党建工作逐步融入了毎个员
工的心中。

今年 7 月，中国银行“复兴壹号”党建
平台发布，运用互联网开展党建工作，组织
生活网上过，让员工心里更有了归属感。

据了解，“复兴壹号”是总行独立研发
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党建共享平
台。 它包括奋斗中行、活力中行、党团中

行、公益中行等 10 个子模块，可实现组织
生活网上开展、党费网上缴纳、学习培训
网上完成、爱心帮扶网上传递、党建工作
网上评价等功能。

“如何对党建工作进行量化考核，一
直是难题。 ”邵磊表示，“‘复兴壹号’平台
可做客观记录， 还能实时查看工作进度，
分析与兄弟行的工作差距。 评价完全用数
据说话，一把尺子量到底，我们做好基层
工作更加有了信心。 ”

不仅如此，中行还发挥商业银行整合
社会资源的能力优势，运用子模块“公益
中国” 平台精准帮扶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以湖南中行为例，一方面，他们推介扶贫
点特色产品进入“公益中国”大爱超市，积
极发动员工和客户在大爱超市进行采购；
另一方面，开设了善缘商场，与党建共建
单位合作开展善缘义卖，在大爱超市采购
后换的积分可做现金抵用。 目前，该行近
9000 名员工均加入到了扶贫帮困的行
列，通过大爱超市、善缘商场进行帮扶，金
额共计 138 万元。

“互联网 + 党建只是我们创新党建平
台的一个方面。 ”邵磊说：“新形势下，做好
党务工作，必须抓住时代特点，抓住党员
特别是年轻党员的特点，探索做好党建工
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

为此， 湖南中行搭建了活动平台、学
习培训平台、宣传推广平台等一系列创新
平台，凝聚人心，传递正能量，理想信念入
脑入心，红色力量不断滋长。

不忘初心勇担当
金秋时节，石门县壶瓶山镇龙池河村沉浸

在一片喜悦中。 不多久，村里的茶厂就要投入
运行了，村里茶叶采摘后，在茶厂加工再卖到
市场，价格比过去高多了。“特别感谢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领导的支持。 ”龙池河村村主任朴
实的语言中饱含谢意。

龙池河村位于壶瓶山上， 海拔 350 米至
1218 米，全村 296 户、1021 人，其中贫困人口
占到一半以上。 村里上下山只有一条小路，车
开不上来，经济发展不上去。2015 年，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工作队驻村帮扶。 两年多来，他们
走遍了村里每一个角落，对每一户人家的情况
了然于胸，想贫困农户之所想，帮贫困农户之
所需。 两年多来，湖南中行以捐赠、社会筹资、
金融创新贷款等方式为村里解决基础建设、产
业发展、扶贫帮困资金 500 多万元。 道路拓宽
硬化了，人畜饮水安全了，贫困户的日子渐渐
好起来，茶叶产业的提质升级和长效经济林的
推广种植正在加紧推进。

“村民不脱贫，中行不撤队。 ”驻村工作队
队长许可的话，说出了中行一名共产党员对百
姓的深厚情谊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 党性强不强，就要看心里是不是装着百姓，
肩上能不能扛起重担。 湖南中行以“担当社会
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为使命和目标，在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中，在社会公益服务中，在扶贫帮
困中，在急难险重前，发挥党员、支部作用，做
到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益阳分行党员、“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李
桃辉，十多年如一日从事义工工作。 流浪的孤
寡老人、生活困苦的抗战老兵、读不起书的农
村娃……都是她长期帮扶的对象，是她眼中的

“家人”。 她为他们收拾屋子、擦洗身子、排解心
忧，用微薄的工资解除他们的燃眉之急，用爱
心和行动诠释着“坚持”与“责任”。

湘潭分行党员邓浪平， 不顾自身安危，跳
入水中救起素不相识的退休女职工刘文伟，救
人后不留姓名悄然离开。 刘文伟委托媒体找到
这位“无名英雄”，邓浪平却婉拒了刘文伟的感
谢，他说：“我是一名老党员，救死扶伤应是本
能，别人碰到这种事也都会冲上去。 ”

还有救起跳桥轻生女子的党员沈智宏、看
到大龄客户总能第一时间给予关心帮助的“明
星大堂经理”、党员陈丽娟……在中行，这样默
默奉献、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党员还有很
多很多。

在今夏湖南的洪灾中，穿着行服、戴着志
愿者标志的中行人活跃在每一个需要的角落：
网点进水半米多深，始终坚守保护重要凭证的

“女战士”王君；带领志愿者奔赴河堤扛沙包的
志愿者王文；自家车辆被大水冲走也不离开网
点的网点负责人陈雅……大灾面前，每一个中
行人都主动将“责任”扛在肩上！

如今，风清气正、奋发向上、简单清新、热
心公益、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氛围早已在
湖南中行蔚然成风。 担当责任信念更坚，从严
治行风气更正，中行创新发展劲头也更足。

据统计，湖南中行已创建 2 家全国级“百
佳”服务网点，3 家全国级“千佳”服务网点。 牵
头组织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活动，签约
重大项目 20 个， 项目总投资 878.95 亿元；今
年，围绕湖南省“开放崛起”战略，联动东京、卢
森堡、墨尔本、芝加哥等分行，为“走出去”湘企
提供境外融资 17.9 亿元。 近年来，该行先后荣
获“全国五星级网点”、“巾帼文明示范岗”、

“2016 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
单位”等荣誉称号。

时代赋予使命，党旗凝聚人心。 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的党建工作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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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行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组织扶贫点学生来长沙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省分行成立“雷锋号”志愿者协会。

中行湖南省分行“明星大堂经理”陈丽娟
走进社区宣传金融知识。

（本版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三个融入”促发展

“复兴壹号”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