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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富阳区银行系统“十佳党建”
单位名单出炉

树立党建引领发展旗帜
激活改革驱动金融新引擎
记者 王利婷 通讯员 何君

为响应区委区政府“主攻产业强化服务 铆足干劲加快富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号召，加快培育壮大金融机构，进一步
密切政银企三方关系，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2019 年末，区金融办在全
区银行机构内组织开展了“十佳银行机构及党员风采”征集活动，旨在发挥银行系统党建引领金融业务的“主心骨”作用，丰
富“党建+”内涵，
搭建起坚实的
“党建+金融”
组织堡垒。
近日，在区金融办牵头组织下，区委宣传部、区金融办、人行富阳支行、富阳银保监组共同成立专家评议组，评选出 10
家银行机构为 2019 年度银行系统党建优秀单位，10 名党员为 2019 年度银行系统优秀党员。

2019 年度银行系统
“十佳党建单位”
风采录
工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用党建
“软实力”
助推金融
“强发展”
工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围绕富阳当地发展
战略和经济建设的重点，将“坚持党建统领与科
学治理”一以贯之放在首位，全力推进富阳经济
高质量发展，较好地发挥了大型国有银行对地
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在各方面贡
献突出，支行荣获杭州市富阳区 2019 年度服务
企业先进单位称号。
支行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在“抓关键”的同
时“全面抓”，努力将党建工作抓具体、抓实在、
抓深入。通过党员“积分制”管理、党建文化上
墙，组织各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
关活动，在全行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推动广大党员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支行把“加强服务质量”作为提高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全力满足富阳产业结
构转型、城市有机更新和招商引资所催生的金
融需求，尤其加大对杭州富春湾新城、秦望和银
湖区块城市有机更新的金融支持。截至 2019
年末，支行实现对当地的贷款支持余额达 180
亿元以上。同时，支行成立专职小微中心来引
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
“双创”等经济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2019 年实现普惠贷款余额 5.1 亿元，
为富阳当地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有效
的普惠融资服务。

党建
“六心”
强堡垒
金融科技启蓝图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不断强化基层
党建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发展”的工作思路，努力建设成为“员工自豪、客
户满意、社会尊重、监管认可、智慧开放、同业领
先”
客户满意的好银行。
扎实党建根基，强化阵地建设。支行党支
部围绕“建设好阵地、发挥好作用”这一目标，亮
出四大板块，丰富“六心”文化（事业心、真诚心、
责任心、敬畏心、包容心、进取心），切实加强和
规范党支部阵地建设。同时，支行成立党员先
锋队，深入推进党员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常态化
工作，持续开展志愿服务如关爱空巢老人的“敲
门行动”、开展金融知识讲座、为户外劳动者送
去立夏问候等活动，
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创新“党建+”模式，转换党建工作成果。支
行在党建共建的基础上，深入推进“裕农通”便

民服务点建设，为农户提供助农贷款、转账、缴
费等一系列普惠金融服务，全力打造农户喜欢
的“村口银行”。支行首创的“裕农通+退役军
人”模式获得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的双重批示，
目前，
“裕农通”业务已 100%覆盖富阳区各个乡
村，
真正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深化金融科技运用，为政务平台建设提供
智慧方案。2019 年，支行与富阳区政府、建信住
房浙江公司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土地
买卖、房产开发、房屋买卖及租赁、物业管理等
各方面搭建智慧 e 房平台，打造全方位、智能化
管理流程。另外，支行成功搭建开发存量房交
易系统、物业维修基金系统、公租房系统，其中，
存量房交易系统为浙江省重点试点项目，于
2019 年 8 月实现全省首家上线。

农业银行富阳支行

以党建凝聚力量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近年来，农业银行富阳支行始终坚持服务
“三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紧紧围绕富
阳区政府战略路径，在党建引领作用下，不断优
化普惠金融工作、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落实“双培养”制度建设高素质队伍。在强
化组织架构、制度建设和党建活动的基础上，深
入落实“双培养”机制，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
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打造一支高素质党员
队伍，加快支行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融合速
度。
多措并举助力我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支行
以项目贷款、ppp 模式、银团贷款等方式支持城
镇旧城改造、轨道交通建设以及相关的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截至去年末，累计为地方项目授
信 92 余亿元。支行紧紧围绕“新制造业计划”

专项行动方案，通过信贷资源的倾斜，持续推出
小微网贷、纳税 e 贷、抵押 e 贷等线上产品，实行
优惠利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信贷流程，让数
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着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一线网络化推进提升服务“三农”水平。各
网点有序开展整村推进活动，按照“一点一月一
村”计划，定期进村下乡建立农户档案，推出惠
农 e 贷等量身定制的高效农贷产品，以较低的资
金成本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此外，支行
以金融科技为支撑，大力推广网络支付、移动支
付、条码支付，利用手机银行、惠农通、扫码通等
新兴支付工具为农村客户提供便捷安全的服
务，提升网点空白乡镇的金融服务能力。

强化党建引领
赋能普惠金融
邮储银行杭州市富阳区支行始终坚持思想
同向发力，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
治任务，将自身经营管理与作风建设紧密结合，
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转型发展的不竭动力。
丰富党建内涵，提升党性修养。通过参观
红色教育革命基地、观看红色影片、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专题党课、违纪违法案例研讨等活动，全
方位提升支部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理论知识储
备。开展 125 场垃圾分类讲座，协助政府推广
垃圾分类工作。同时，支行积极参与“党建+金
融”之“共融、共享、共进”系列活动，将“不忘初
心”
学习教育和实际工作相结合。

创新金融产品，助力小微企业。围绕小微
企业“短、小、频、急”融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在
客户准入、抵押担保、贷款利率等关键环节予以
充分支持，确保小微民营企业“进得来”
“ 贷得
到”。
“ 无还本续贷”帮助实现企业转贷无缝对
接，
节约了客户的时间和融资成本。
创新助力“三农”发展，提升“支农支小”服
务能力。支行突出上门批量作业，提升整村授
信效率，为乡村旅游相关产业开拓融资渠道，开
通审批“绿色”通道，不断提升“三农”服务能
力。截至 2019 年末，富阳区支行共签订授信协
议村 92 个，小额贷款结余 8782.57 万元，充分践
行“人民邮政为人民”
的服务宗旨。

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中国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打造
“党建+”
红色引擎
强化国有大行使命担当
中国银行富阳支行始终牢牢把握党建工作
重心，坚持党建工作“四个融入”
“四个引领”，紧
紧围绕富阳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强化“党
建+”工作抓手，争创“富春党建”品牌，助推富阳
经济转型升级，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支行通过“党建+营收”
“ 党建+清收”
“党
建+内控”等形式多样的模式，将“党建+”活动
落到实处，在拓展业务过程中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邮储银行杭州市富阳区支行

支行还充分发挥大党建优势，促进政银企党建
共建，学习共建方先进的党建经验、良好的企业
文化、创新的管理手段，真正实现“共建、共享、
共赢”
。
支行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参与富阳城市基
建项目、棚户区改造项目，不断加大对富阳当地
龙头支柱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在
我区打造以高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加速
进程中，支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和
上级行优惠政策，部署专项信用资金用于支持
小微企业，创新推出“银票 e 贴”
“中银报关通宝”
“烟商贷”等便捷金融产品，并给予利率优惠。
截至去年末，中国银行富阳支行支持民营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超 13.57 亿元。

党建引领强根基
提质增效强民生
在鲜红党旗的映衬下，中信银行杭州富阳
支行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致力于成为“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尊严”
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全面助力富阳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组织建设基础，提升支部凝聚力。支
行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
实推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加强对支部重
大事项管理，不断强化党员思想教育，推动党员
与群众融合、党建与业务融合。探索“互联网+
党建”的创新途径，运用“党费通”应用系统，助
力我区各级党组织党建工作科学高效运转。同
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自 1996 年成立以来，累
计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近 400 万元；坚守传统
二十三载，每年组织党员前往富春街道农村五
保户供养服务中心慰问孤寡老人。
创新金融运作方式，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全力支持区委区政府“拥江发展”
“ 城市发展向
南看”战略实施，首创“投、收”联动模式，成为首
家为杭州富春湾新城转型发展提供融资服务的
银行，充分运用 PPN、
“ 投债一体”、美元债等多
元化融资渠道提供资金支持 150 亿元，为富阳
城市建设助力加油；抓实“服务民企”
“ 普惠金
融”两大工程，通过“实体贷”
“信秒贷”
“标准化
房抵贷”等定制产品，截至 2019 年末，累计为当
地民营小微企业发放专项贷款超 100 亿元；办
好“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
“最多跑一次”三件实
事，助力富阳城区公立医院“智慧医疗”系统的
全覆盖，实现公立学校学费线上缴费的全覆盖，
成为首家支持交通罚没款、行政事业收费（规
自、公安、城管等）线上收缴业务的银行，用实际
行动让实惠、便捷、合意的金融服务惠及富阳百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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