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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五不”整治 牢固党建基石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党委开展不良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任东东

“工作将近十年了， 确实存在‘懈

怠’，懒得动脑子，上级布置什么工作就

做什么，抓得紧的工作就多做，抓得松

的就少做……”来自邮储银行东莞市分

行的一名党员说：“要深刻检视查摆我

们党员队伍在思想、政治、作风、履职上

的差距，真正明白我的责任是什么？ 工

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落实不到位的

具体原因在哪里？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

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邮

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党委通过“先学起

来、先改起来”，聚焦党员干部中存在的

“懈怠、浮夸、松散、拖沓、推诿”思维定

势，落实重点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站

位不高、定力不够、信心不足，缺乏攻坚

克难和钉钉子精神，坚持把“改”字贯穿

始终，在全行干部员工中集中开展“不

思考、不跟进、不沟通、不执行、不担当”

的“五不”不良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日前，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向信息

时报记者介绍，今年以来，邮储银行东

莞市分行全行党员干部和群众共查摆

问题超过2000条，整改率达60%以上，有

效推动东莞市分行高质量发展。

两个目的，指引活动方向

据介绍，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党委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出台“五不”不良作

风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 彻底解决

“不思考、不跟进、不沟通、不执行、不担

当”的问题，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典型

示范带动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二是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更加突出。

自1月活动开展以来， 辖下13个党

支部通过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周例会、

支委会、党小组会、支部党员大会等多

种形式，认真宣贯方案内容，组织学习

讨论， 使每个干部员工正确认识开展

“五不” 不良作风专项整治活动的重要

意义和现实需要。 同时，通过党员大会

和员工大会组织干部员工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监管部门和上级行文

件精神及行内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带着

问题学、结合工作学，深刻理解和领会

当前银行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

务，进一步提升干部员工综合素质。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联系个人

实际查摆问题，用

实际行动做出榜

样， 结合自身岗

位，从政治、组织、

廉洁、群众、工作、

生活等六大纪律

深刻检视问题，列

出整改台账。 员工群众积极融入活动全

程，从理论学习、制度执行、纪律执行、

合规管理、重点工作落实、作业效率等

六大方面进行自我查摆，找原因、定措

施。 该行迅速掀起了“五不”不良作风专

项整治的行动热潮。

多措并举，练就“钢筋铁骨”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辖下13个党

支部除了做好“规定动作”外，还结合自

身特点采取多种措施，做到“三结合”：

与推进“两学一做”相结合、与推动业务

发展相结合、 与建设党风廉政相结合，

促进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练就基

层党组织的“钢筋铁骨”。

凤岗镇支行党支部开展党员群众

交流研讨会，通过研究部署、宣传发动、

活动进展，融合党员“承诺践诺”，推动

活动成果抓出实效；石碣支行党支部主

动思考，想方设法切入当地退役军人服

务机构，通过进社区驻点，为退役军人办

理服务卡业务，成功办理252张；常平横

沥党支部开展以“强化党风廉政教育，提

高廉洁从业意识” 为主题的党风廉政教

育活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城区

支行党支部设立部室“首问责任制”，对

客户和其他单位部门提出的问题一点对

接， 尽最大努力给来访人员一个满意的

答复；大朗支行党支部通过“选定目标、

活动预热、 现场营销” 三步走的工作思

路，全力推动飞越巅峰活动开展，目标完

成232.08%，全市排第一等。

各党支部通过推动“共建、共享、共

进”活动，在提升党的建设、推动经营工

作、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交流意见。 厚街

支行党支部与长安支行党支部开展支

部共建，进一步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城区支行党支部与东莞

联通战略客户营销中心党支部开站共

建，进一步整合大客户资源、拓宽了挖

掘客户的渠道。

成效显著，实现“三个转变”

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通过专项整治活动，有效转变

“不思考”风气，解决“不跟进”现象，疏

通“不沟通”障碍，改善“不执行”作风，

减少“不担当”作为。 各党支部基本实现

“三转”

（被动转主动、消极转积极、私心

转公心）

。

通过“五不”不良作风专项整治活

动，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党员干部作风

不断好转，党风政风有效提升，干事创

业氛围更加浓厚。 凤岗支行党支部和塘

厦支行党支部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协调

各方合力完成支行办公场地迁址，让支

行员工有温馨舒适的办公场地，让客户

群众有舒心的业务场地；公司部党小组

牵头开展“访百万企业—助实体经济”

专项行动，全行累计首次拜访客户7698

户，其中有融资意向客户1015户。 个金

部党小组、三农金融事业部党小组积极

与邮政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代理金融业

务发展和小额辅助贷款业务发展。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东莞

市分行党委将在“常”和“长”、“严”和

“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实打实推动专项整治

见底到位，着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勇

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

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和“敬业奉献、作

风优良、争创一流、真抓实干、纪律严

明”的人才队伍，为实现东莞市分行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平安产险科技助力

“保险 +风控”模式

赋能安全生产

日前，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向信息时报记

者介绍，8 月 27 日， 国家应急管理

部就近日批准的《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 举办了

新闻发布会，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平安产险”）

作为

起草单位之一参加了现场发布会。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在安全管

理基础上为事故预防增加一条新的

安全生产防线， 将保险风险管理职

能引入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发挥保

险事前风险预防、事中救援、事后理

赔服务的职能； 实现风险专业化管

理与安全监管监察工作的有机结

合，最终减少事故发生，促进安全生

产， 从而提高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

应对处置能力。

服务安全生产，保险当仁不让。

据悉，截至 2018 年，平安产险已经

在全国 31 个省份开展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覆盖近 300 个地市，为超过

5 万家生产经营单位提供保额超

6000 亿元的风险保障。 在推行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的过程中， 平安产险

持续深化“金融+生态”的新发展模

式，不断引入科技力量，强化事故预

防服务。

据介绍， 平安产险多年来专注

于“保险+服务+科技”，致力将先进

的风控技术和理念、 丰富的事故防

控经验运用到企业的风险事前防范

和防灾减损。 同时将不断探索优化

风控云平台应用， 解决行业风险管

理痛点， 将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工

作做实做深， 助力企业安全生产风

险实质改善， 为实体经济安全发展

保驾护航。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秋琳 陈翠萍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教您安全用卡

“一卡在手，出行无忧”，银行卡是大

家钱包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物品。但是如何

安全使用和妥善保管银行卡，广大市民群

众是否充分了解？ 移动支付飞速发展，新

兴支付方式不断涌现，您的使用习惯真的

安全吗？ 安全用卡有诀窍，民生银行东莞

分行来给您支招。

借卡卖卡不可取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借卡卖卡”主要指本人将开立的银行

卡出租、出借、出售给他人使用的行为。不

法分子常通过此种方式大量囤积银行卡，

用于实施诈骗、转移非法资金。根据《银行

卡业务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银

行卡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

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因此，出租、出借、

出售自己的银行卡，属于违法行为，如被

用于洗钱、诈骗、逃税、贿赂等犯罪活动，

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触犯到刑法的，将

被追究刑事责任。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提醒，一旦发现陌

生人出资要求购买、 租借银行卡的情况，

请拒绝并立即报警。

密码泄露危害大

“密码泄露” 主要指不法分子通过哄

骗、盗取等方式获得客户的密码，登陆受

害人的手机银行、网银等账户，盗取客户

资金的行为。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提醒，不向银行和

支付机构以外的任何渠道提供银行卡密码

和验证码，不要在网上轻易填写个人信息，

同时需设置强度较高的密码并定期更换。

伪卡盗刷太可怕

“伪卡盗刷 ” 主要指不法分子在

ATM、POS机等设备上通过加装银行卡测

录设备，盗取持卡人银行卡信息，随后复

制卡片制作为伪卡实施盗刷的行为。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提醒， 在ATM、

POS机上使用银行卡时应注意设备卡口

是否有异物或异常， 输入密码时注意遮

挡。 带有IC 芯片的银行卡安全系数高，难

以被伪造，及时更换IC芯片银行卡有助于

降低伪卡盗刷风险。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杨瑞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