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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共享、共进”金融机构党建第一责任人访谈

“三融三创”展示红色金融风采
“两心合一”谱写乡村振兴诗篇
——专访泰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张仙中
见习记者 谢雨天 王利婷
摄影记者 姜炜 通讯员 施笑希

泰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一直以来
秉承总行
“践行以服务小微为核心的普
惠金融”战略定位和经营模式，将党建
与经营两者有机结合，
以强大的组织工
作推动党员干部状态持续转型，
以强大
的意识形态推动金融工作再上新台
阶。探索
“三融三创”
党建工作法，
推动
党建和普惠金融
“两心合一”
，
凝心聚力
促改革，扎实肯干激活力，为焕发新农
村新面貌，
注入金融动力。
近日，泰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行
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介绍泰隆银行如
何运用
“党建共建+普惠金融
“
“批量作
业”
“ 金融+互联网”等社区化经营模
式，以推动有质量的资产业务为切入
点，
不断深化普惠金融。

“三融三创”
党建工作与时俱进
支行始终秉持“德润其身、泰和共
隆”的价值观，推动思想同心、目标同
向、行动同步，做到党建文化与企业文
化“一体相融”。泰隆银行自主探索“三
融三创”党建工作法，既符合新时代精
神，又可以助力泰隆“三个梦”，即客户
创业梦、员工成长梦和企业发展梦，实
现了党建与发展、银行与企业的同生共
长、和合共赢。
坚持党建重心与企业中心融合，凝
聚助推发展的红色动力。泰隆银行牢
牢坚持小微市场定位，摒弃杂念，抵制
诱惑，把小微金融服务当作一项事业、

一 种 使 命 ，打 通 金 融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努力让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优
质的金融服务。积极开展普惠金融和
精准扶贫工作，成立泰隆银行党员志愿
服务队，定期组织“送金融下乡”活动，
教村民识别假币，普及正确理财和贷款
知识，业务人员还上门为村民办理业
务，同时鼓励党员创业，带动村民一起
致富。
坚持作用发挥与能力提升融合，创
建示范引领的红色先锋。党支部成立
了支“党员先锋队”，建立了“红色信贷
员”队伍，并在柜面和行政条线设置了
党员示范岗，引导党员亮身份、亮承诺、
亮作风、亮业绩，真正做到“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践行着泰隆“最重要的是
让您满意”的服务理念和“最多跑一次”
的服务准则，设立金融移动服务站，送
服务上门，让客户一次都不用跑。
坚持红色引领与人文关怀融合，创
建凝心聚力的红色文化。8 年多来，支
行党建的红色基因一直流淌在泰隆的
血液里，始终致力于推动思想同心、目
标同向、行动同步，激发广大党员员工

立足岗位服务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形
成泰隆独有的“微文化”，坚持做一家有
担当、有情怀、有温度的良心银行。除
了实行十分钟党课的微课堂之外，为增
添支行服务特色，体现文明、创新的服
务理念，在“微公益”方面，支行推出的
腊八节“送温暖”，女神节插花，母亲节
“我陪父母看风景”，儿童节“小小银行
家，诚信伴成长”，端午节“齐包百家粽，
普惠进万家”，重阳节“送知识，送健康，
送欢乐”等节日系列感恩活动把优质的
金融服务和专业的金融知识送到了社
区、村居、学校，深受社区村居群众的喜
爱。在“微关怀”方面，泰隆除了有免费
早餐、带薪休假、旅游等，最具代表性的
是“亲情 A+B”福利制度，全面推广“儿
女上班、父母领薪”，在全行形成孝亲爱
亲的良好氛围。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泰隆模式助力美丽新农村建设
“在田里、在山里、在厂里、在店里、
在海里……每一个客户需要的时候，泰

隆人就在那里。”支行市场条线人员占
比 50%以上，他们 70%以上的时间用于
走出去服务新农村。泰隆人秉持“山不
过来，我就过去”的普惠情怀，扎根富阳
本土，用泰隆模式建设美丽乡村，点缀
美丽民宿，打造温暖社区，不忘初心，坚
持定位，为“三美”建设献计献策，为乡
村振兴谱写泰隆音符。
2018 年以来，泰隆银行以“好银行”
为标准，推动各项转型升级。通过“党
建共建+普惠金融”做到“两心合一”，探
索社区化经营新模式，实现对社区、村
居的深入挖掘和精细化管理，发挥“节
约成本、信息对称、把控风险、提升服
务、品牌推广”五大优势，为“最后一公
里”提供日益完善的金融服务和更低成
本的高效资金。
网格化精准服务，全方位精细化管
理。泰隆银行富阳支行对富阳 24 个乡
镇街道进行社区化规划，共划为 347 个
子社区，已基本实现“城区社区化、农村
网格化”全覆盖。泰隆银行在党建工作
方面与农村、社区的基层党支部结对，
共建活动场所和宣传阵地，共同开展组
织生活，搭建红色平台，实现对社区、村
居的深入挖掘和精细化管理。
科技引擎创新动力，抢先“零跑”业
务。在丰富银村金融合作模式上，实施
“整村授信”，建设“红色信贷基地”，泰
隆银行“红色信贷员”，充分运用定制开
发的“党员先锋卡”
“ 桃林贷”
“ 草莓贷”
“民宿贷”
“ 匠心贷”等特色产品，借助
“Pad 金融移动服务站”深入农村，村民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办业务，极大突破
了传统网点的物理限制，真正做到“送
上门、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扩展了银行
服务辐射范围，提升了客户体验。今
年，泰隆银行富阳支行共开展社区活动
930 场，其中“党建共建+普惠金融”活动
195 场，受众面 10000 多人；共发放授信
证书 6648 张，授信额度 6.6 亿元，实际用
信 2 亿元；通过 PAD 已发放贷款 2767
笔，
总金额 74256 万元。

践行普惠不忘初心
助推小微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2018 年是泰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的“普惠金融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富阳
支行、浙江银监局富阳监管办事处的正
确指导和上级行“小微金融”方针政策
的大力支持下，将“普惠”业务定位为首
屈一指的战略性工作，行内倡导人人讲
“普惠”，人人做“普惠”。牢牢坚持社区
化经营模式，有效推动“普惠”客户战略
落地，
促进
“普惠”业务蓬勃发展。
转 型 发 展 模 式 ，信 贷 批 量 推 进 。
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营销模式上，泰
隆银行已从前期粗放型的人海战术，
逐步转型为集约型的批量化作业的新
型业务拓展模式，初步实现“小微客户
成片做，零售业务相对批发做”。行长
和部门负责人率先垂范，亲自参与成
片化开展平台搭建工作，有效铺开作
业面，以实际行动践行支行的社区化
经营理念。
通过搭建、借助第三方平台，支行
全面开展整村授信、批量营销、批量获
客、批量调查、批量授信和审批、批量发
放、批量跟踪等标准化作业，并为该客
户群体量身定制信贷方案和信贷产品，
批量提供贴身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实现对具有共同特征且分散经营的集
群 客 户 的 集 中 选 择 、分 析 、开 发 和 维
护。2018 年三季度末，支行各项贷款余
额较年初增加 3 亿元，增幅 44%；贷款户
数较年初增加 719 户，增幅 30%。新增
首笔贷款 816 笔，新增首笔贷款金额 2.5
亿元，其中新增首笔“两民”
（30 万以下）
业务 540 笔，
占比 66.18%。
接下来，泰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将
不忘初心，
全力推行普惠金融，
惠及富春
大地。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定
“拥抱富春江、
拥抱大都市、
拥抱新时代”
方向不动摇，凝心聚力，抓住机遇，为全
区全面推进高新产业发展、高品质城市
建设、
高水平社会治理，
加快建设富裕阳
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贡献金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