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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建行黔南分行高度
重视，多举措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学党史悟思想。建行黔南分行召开党委会研讨党史学习
教育推进方案，做好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部署。以“自学+集
中”“线上+线下”“调研+专题”等学习方式，坚持读经典、学党
史、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筑
牢战斗堡垒。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推进，该行不断挖掘本地
红色资源与文化，讲好黔南故事，通过到瓮安县猴场会议会
址、荔波邓恩铭故居、都匀三线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采取“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红色故事”“瞻仰革命烈士”等方
式，组织开展“奋斗百年路，起航新征程”“传承三线基因，黔南
建羽奋进”等主题党日活动，掀起了学习热潮。截至目前，该
行党委分别开展集中学习3次，交流研讨1次，专题培训2次，
专题宣讲2次，培训党员干部160余人次，培训青年员工80余
人次，吸纳党员到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160余人次。

同时，该行各基层支部也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大十字
支行开展“警民共建，港湾情深”，借此契机拓展黔南州公安局
的代发业务；荔波支行开展“温暖港湾、献礼护士节”，为护士
送去抗疫保障的同时营销了装修分期 300余万元；作为后勤
保障部门的分行办公室党支部，则与黔南州公积金中心联学

联建，共同组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进一步加深“银政”友谊，
促成发放黔南州第一笔“公转商”贴息贷款及后续长期合作
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是该行全力践行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的新金融实践。

学党史育红心。该行从党委到支部，从党委书记到普通
党员，从党员到入党积极分子，从机关部门到一线基层，上下
创新，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各类活动，在工作群里讲
党史，在培训会上讲党史，在诵读会上、大巴车上、徒步活动
中、羽毛球场、食堂中讲党史，以处处学、人人学的方式，不断
增强党史学习的趣味性、感染性，一系列党史的看、听、读、说、
画、做，使得学习效果更加明显。

该行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
培养成业务骨干，该行人力资源培养计划中已列出30余名培
养对象，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有人气的同时，也育出了一
颗又一颗红心。

学党史开新局。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不仅在内部掀起，
该行还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业务发展中，真正推进“办实
事，开新局”。

近期，该行围绕践行新金融开展“三深入三赋能”，分别实
地调研了瓮安县中药材药用银杏项目、瓮安县精细化工业园
区、独山牧原农牧生猪养殖项目、贵定县云雾茶场等项目。截

至目前，已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得主贵州
黔之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放贷款 200万，独山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投放贷款 5000万，贵定云雾茶场 3.9亿元贷款正在上
会……一系列新金融的实践，将带动超万名农户就业及参与
分享乡村振兴的成果。

同时，以老党员蒋德荔为牵头人的裕农通团队，抽调3名
年轻党员突击平塘、长顺、罗甸等没有该行网点的行政县，连
续外拓两周，新增265个服务点。截至目前，累计拓展服务点
1265个，实现全州 1214个行政村全覆盖，服务农户 6万余人
次。与此同时，以“裕农通”为抓手的“智慧村务”也在大力推
行，服务村民人数已超万名，排名全省第二。沉下心、走出去、
引进来，该行“办实事”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得到提高。

“增设无障碍通道”“手语培训”“上门服务”“进山办卡”
“为客户找丢失的手机”“护士一元购保险”“普惠金融+商户+
智慧用电”等是近期该行业务发展中的热词，而员工们也将

“办实事”落到了实处。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夯实党

员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广大青年骨干和团员群众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拼搏精神，在新金融实践的路
上续写辉煌。

（杨涛）

建行黔南分行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筑牢员工思想
道德防线，近日，平塘农商银行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通过观看职务范罪案例警示教育记录片，进一步筑牢
员工的思想防线，扎实营造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清正廉洁干事创业氛围，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不断引向纵深。

在平塘县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
家依次参观了警示教育基地各个展览版块，从近年来查处
的发生在身边的腐败分子典型案件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
警示。

大家表示，通过参
加警示教育活动，切身
感受到了廉政、廉洁的
重要性，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立足本职岗位，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
性修养，牢记党的宗
旨，永葆廉洁本色，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将
严以修身，自觉做到

“自律、自警、自醒、
自 重 ”， 始 终 保 持 忠
诚、干净、担当的本
色，以更加饱满的精
神、昂扬的斗志、务实
的工作作风，共同营造
平塘农商银行风清气正
的、公正廉洁的良好工
作氛围。

（石开群 本报记者
谭惠凌）

平塘农商银行

加强廉政建设筑牢思想防线

本报讯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要，积极履行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建立健全公众教育服务长效机制，积极
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构建公平、公正
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龙里农商银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切实将金融知识的种子在龙里县播撒开来，将
丰富实用的金融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

该行充分发挥网点阵地作用，在营业大厅悬挂宣传横幅、
摆放宣传资料，LED屏滚动显示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标语等，营
造浓厚的宣传活动氛围；充分利用市场特点，利用赶集天在人
流量密集的地方开展防范非法集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等，向
来往的人群发放宣传折页，解答老百姓的金融知识提问，耐心
提示金融风险，提醒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下载安装APP，切莫点
击渠道不明的短信链接，定期更换银行卡密码、保管好个人的
身份信息安全和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充分利用金融夜校、信
用工程录入契机、爱客服务金融活动等形式，深入社区、深入商
圈、深入农户家中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切实将
金融知识带进千家万户中去。

为增强普及金融知识的宣传效果，该行各网点积极开展金
融知识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等活动，通过对人群密集度较高
的地方进行集中宣传普及，力求通过点面结合，达到全方位、多
层次、无死角、全覆盖的宣传教育效果。充分利用工作人员与
客户一对一的交流机会，对防范假币知识进行面对面的宣传，
告知客户“四不原则”即（不汇款、不轻信、不泄密、不连接）和

“八个凡是”原则；充分利用便利的通讯工具手机、网络、电视、
报纸等，多渠道的进行“线上”金融知识宣传，加速金融知识的
传播力度、传播覆盖面，让更多的“网民”居家也能学习到“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如何
保护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安全”“存款保险”等知识；利用微信
公众号和金融知识服务群等实时更新、分享最新金融宣传知
识，切实将关心关爱和“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实在工作中。

通过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提高了群众的防范意识，提
升了群众金融知识水平，增强了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肖婷婷 本报记者 谭惠凌）

龙里农商银行积极播撒金融“蒲公英”种子

本报讯 为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近日，长顺农信社与罗湖希望小学联合开展“礼赞百
年 童心向党 筑梦小小银行家”系列活动。

在长顺农信社大厅，工作人员为“小小银行家”们
介绍了各种自助设备的基本操作步骤，以及各工作区域
的职能分工，并让同学们体验了个人储蓄的银行服务。

工作人员还借助丰富的 PPT 的图片解说方式，向
孩子们讲解了钱币的由来和发展历程，并普及了金融小
常识，孩子们了解了银行，正确认识了钱币，也学会了
理财小知识。

现场教学点钞环节将活动推向了高潮，该社为孩子
们配备了练功券，并现场进行了点钞演示，快速点钞手
法引起了孩子的极大兴趣，他们认真观察，敢于尝试，
每个人都拿出点钞的姿势来认真学习，俨然一个个“小
小银行家”。

此次活动是以爱党、爱国为思想主旨，关心关爱少
年儿童成长，培养儿童的独立能力，帮助孩子们树立正
确的金钱观念和价值观。

（本报长顺记者站 陈丽 摄影报道）

长顺农信社引导孩子
树立正确消费观和价值观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员工行为规范及合规风险管理水
平，有效提升全行干部员工合规意识，邮储银行黔南州分行组织
开展了案件警示教育培训。

会议组织学习监管机构通报文件，让干部员工认识到内控
管理、违规问责工作的重要性，以典型案例警示干部员工，举一
反三，严格贯彻违规问责制度，强化员工合规意识和责任意识，
教育引导员工形成按章办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做到合规操
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该行要求干部员工要加强内控合规管理意识，干干净净做
事，清清白白做人，廉洁自律，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将内控责任落
实到位。要认真履职，将案防、合规工作齐抓共管，合规经营，行
稳致远。要由“要我合规”向“我要合规”转变，为夯实基层合规
奠定基础。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做好案件警示教育工作，为各项业务又
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

（王逸波 本报记者 谭惠凌）

邮储银行黔南州分行提升员工合规意识

本报讯 为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金融初
心，工行贵定支行认真履行金融机构义务，以提供方便、
快捷、维护群众利益的金融服务，将“工行驿站”的温度移
动至每一个人的身边。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该行急群众所
及，想群众所想，认真做好服务工作，近日，该行来了一位
年迈的老人并向大堂经理求助，由于老伴因腿脚不便无
法行走，需要办理医保卡，大堂经理了解情况后，迅速合
理安排手头工作，与同事陪同老人前往家里进行上门核
保，为群众送去贴心的金融服务。

方便快捷我来供，争当客户暖心人。为持续做好服
务营销工作，该行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力争将优质快捷
的服务带给群众，发动员工利用闲暇时间开展产品营销，
以方便快捷为切入点、“工行随机减”为契机，以及实时到
账为优势点，吸引商户办理 e支付收款码，在助力复工复
产的道路上帮助商户节省了中间收单服务费用，得到了
商户的好评。

金融宣讲我在行，你的钱袋我守护。为切实认真履
行金融工作者职责，该行开展多方位金融知识宣讲活动
活动，通过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行集中宣传，为大家
普及非法集资、反洗钱等多种金融知识，并形成常态化宣
传机制，切实把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落实到实处。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做好“工行驿站”，推动“我为群
众办实事”更进一步，将“听党话、跟党走”的行动自觉践
行始终，推动金融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沈代莹 本报记者 谭惠凌）

工行贵定支行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金融初心

本报讯 “同志，我想通了，这张建行卡还是销户
吧！”近日，建行龙里支行来了一位客户，20多度的高
温天气，这位客户却身着棉服棉鞋，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这不是昨下午才刚办的卡吗？您怎么就要销户
了。”支行柜员罗静问到。

“我不喜欢用了，想销户就销户，别问那么多。”客
户不敢直视罗静，言语也开始不耐烦。“才办一天的卡
就要销户，需要填写销户说明并且上报，您不说清楚我
也不好办呀。” 在罗静的追问下，客户终于说出实情。

客户刚从外地务工回乡，恰巧碰见一个许久未见的
朋友给他想了一个“赚钱的路子”，只要在银行办理一
张银行卡交给他过账，便可以获得几百元的报酬。这件

“零投入”的事，使他不做多考虑便心动了。随即，这
位朋友带着他辗转龙里多家银行办理了四张银行卡，在
建行办理的时，由于他对办卡用途却含糊不清，“柜员
罗静便在办理过程中反复强调：“出租、出借、出售银
行卡属于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活动的，公安机关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您看，新闻刚有个买卖银行卡的团伙被
抓了，您可要防着点啊……”。可这位客户哪顾得上提
示，最终还是办好卡并匆匆离开。

回家后的客户忐忑不安，脑海里一直回想起柜员的
提示，次日早晨，罗静借手机银行回访契机，又再次在
电话里给其上了一堂“防诈防骗”课，便发生了销户的
那一幕。

了解情况后，该行一面稳住客户，一面启动应急预
案，并在建行黔南分行风险部的指导下，随即与龙里县
公安局取得联系，民警到场后，确认客户涉嫌违法买卖
银行卡，并对该行采取的措施给予表扬。

“不仅要做业务好手，还要替客户把好安全关，勇
当“反诈”小能手”，柜员罗静再次给笔记本中的风险
防控知识划上了重点。

（陈文誉 马江艳）

建行龙里支行当好“反诈”小能手
为客户把关

本报讯 近日，都匀融通村镇银行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及职工到息烽集中营开展“重温党史、缅怀革命先烈”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活动中，大家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讲解，有序参观关押杨
虎城将军的玄天洞和息烽集中营旧址，开展朗诵《樟树悲
歌》、讲述《车耀先》故事、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大家表示，
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发扬革命传统，砥砺奋进之志，在“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中，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
力。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爱国、爱
党、爱企”，立足岗位、勇担使命，推动村镇银行事业高
质量发展。

（雷齐福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都匀融通村镇银行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 近日，三都农商银行党委联合独山农商银行
党委到独山深河桥抗战遗址开展“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
色基因”革命传统教育，通过参观抗战纪念馆、重温入党
誓词、党史学习教育宣讲等形式，使党员弘扬革命精神，
凝聚发展力量。

走进深河桥抗战纪念馆，大家认真观看馆内展板、图
文资料及实物，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幅幅感人的照片，
一个个血与火的故事，生动再现了贵州各族人民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一起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的感人历
史，让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
性教育。

大家来到抗战英烈台举行敬献花篮仪式，重温入党誓
词，瞻仰阵亡将士碑，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随
后，去到深河桥抗战纪念馆报告厅，聆听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宣讲培训会，通过宣讲，引导全体党员充分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通过活动，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认真学习
党史，要以先烈为榜样，不断提高责任感，加强党性修
养，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和实效。

（郑华 本报记者 谭惠凌 摄影报道）

三都农商银行

重温历史弘扬革命精神

教学点钞教学点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