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在岁月的长河，时间回到十年

前，那时候的大山深处，小学生们朗朗的

读书声响彻山谷。小娟，每天背着书包步

行十里路去上学，穿过一条小溪，一路哼

着小曲儿，路虽然坑洼，但阻挡不了她求

学的热情，为了走出大山，她每天都仰望

天空，脚下的步子就变得更加坚定。

十年，小娟已经出落成一位大姑娘，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阳光照着年轻的脸

庞，写满青春的美好。这个暑期，她独自

一人留在学校，边打工边学习。自从上了

大学，她从未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和她

一起留守异乡的还有一位小师姐，为了

方便生活，两个女孩子一起搬到同一个

宿舍。

夜深了，彼此的话题，无非都是一天

发生的新鲜事，一起聊网上热播剧。学校

食堂经常贴着各种广告，对于孩子们而

言，兼职广告应该是最抢眼的，赚点零花

钱，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充实而快乐，就是

他们的小满足吧，畅想着毕业后的样子，

他们最喜的就是有咖啡有生活有书读。

小韩给小娟分享了“建行财富季智

慧消保来助力”海报，这个小金牛深深吸

引着小娟的眼睛，活泼可爱的造型，与年

轻人的审美很搭配。没想到扫码参加活

动后，轻松答题，挑战成功，还可以分享

给同学们，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其中，分享

活动带来的喜悦。小娟开心极了，每次参

加建行消保活动，都会兴奋不已，答题抽

锦鲤，500CC 豆就这样赚到了。哇，这里

还有优惠劵，CC 豆可以兑换咖啡，建设

银行的叔叔阿姨可真好，学习金融知识，

还能有优惠，这个留守异乡的夏天平添

了几分快乐，更缓解了几分乡愁。

大山里的孩子，总是忘不了家乡的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她开心的把活动海

报分享给老家的爸妈，让他们感受社会

文明进步，给家乡生活带来的变迁。小娟

的美好很简单，就是每天在沉浸在建行

消保分会场的片刻，让她忘记城市的喧

嚣，享受学习的乐趣，分享生活的乐趣。

大山深处有人家，我们不曾遗忘，建

设银行让金融扶贫不再是口号，而是真

真切切的让百姓感受到泥土芬芳，感受

到建行的大爱，数字化宣教，让这种真实

的情感在人与人之间流动，彼此不再陌

生，学习金融知识不必走进课堂，一部手

机就可以实现金融知识飞入寻常百姓

家。大山深处，也同样感受到建行消保有

温度，暖暖的。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

9 月 13 日，适逢中秋丰收之际，全国

驻村帮扶工作推进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

开，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正

谱，中组部组织二局局长石军，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副主席李秉荣，及自治区乡村

振兴局和党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出席会

议。中国建设银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吴敏

总经理参加会议。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夏更生主持会议，山东省、

湖北省、湖南省、海南省、重庆市、赤峰

市、陕西省岚皋县及阿荣旗代表作交流

发言。

会议期间，阿荣旗霍尔奇镇荣花村

金融副主任孔繁林围绕“一村一名”金融

副主任工作，以“真情奉献 金融赋能 用

真金白银助力增收致富”为题，进行了典

型交流发言。

孔繁林详细介绍了自己从阿荣旗

“一村一名”大学生到“一村一名”金融副

主任的转变过程，立足农村实际，分析了

当前农村领域贷款难、融资难的发展现

状，详细阐述了对接全旗各金融部门研

发金融产品，协助镇党委和村党组织落

实金融政策、宣传金融风险防范知识，服

务本村村民选择金融产品、办理金融业

务等履职情况，客观描述了实施“一村一

名”金融副主任计划后，全旗金融产品越

来越丰富、农村农民融资贷款更便捷等

工作成效。同时，表达了对中国建设银行

内蒙古区分行在银政共育金融村官的过

程中给予的融智赋能支持。最后，他代表

阿荣旗全体金融副主任对下一步如何更

好的服务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进行

了表态。

阿荣旗“一村一名”金融副主任计

划，是阿荣旗委组织部和中国建设银行

内蒙古区分行的共同创举，将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金融部门的资金

优势、人才优势联接，推动组织资源升

华、金融资源下沉，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快

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组织保证和金融

保障。

截至目前，阿荣旗 148 名行政村金

融副主任在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

的大力支持下，完成“裕农快贷”授信

4421 笔，授信金额 3.11 亿元；“地押云

贷”6笔，支用金额 600万元；“乡村农担

贷”7 笔，支用金额 2050 万元，有力推动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了用“金融

活水”对广阔农村的“漫灌”。

下一步，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

行将充分发挥金融部门教育培训资源优

势，搭建“产学研用”智能化综合服务平

台，积极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协同地方政

府为金融副主任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

件，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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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日，自治区文旅厅发布了“十

一”黄金周假日旅游数据：10 月 1 日 -7

日，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909.57 万人

次，累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3.35 亿元。

黄金周期间，全区各级文化和旅游

部门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

围绕国庆这一主题精心组织，策划推出

文化浓郁、参与性强、体验性高、趣味性

浓的特色主题活动，营造了浓郁的氛围。

全区各文艺院团和乌兰牧骑广泛开展线

上线下多种形式的文艺宣传演出，丰富

了全区各族人民假日文化生活。内蒙古

博物院国庆假日期间开展共展国旗、同

唱国歌，“听故事、寻国宝”“我爱祖国”拼

贴画等特色活动，为来自各地的观众营

造浓郁的节日氛围。同时，各盟市也围绕

节日特点、当地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红

色旅游等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文

化旅游活动。

冯雪玉

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内蒙古自

治区贸促会和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

办，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协办，鄂尔多

斯市贸促会和东胜区人民政府筹备执

行的第四届中国（鄂尔多斯）国际羊绒

羊毛展览会将于 2021 年 10 月 10-12

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举办。

本届展会的主题为“绒满华夏温

暖世界”。大会展区由品牌展区、商务

洽谈区、服饰展区、配饰展区、羊绒羊

毛原料区、网红带货区、方舱云展区、

舞台区、会务服务区等九大展区组

成，展区面积达 2 万平方米，参展

展位 190 个，其中标准展位 148

个，特装展位 42 个。全国各地近

130 家在行业中最具实力的企业到会

参展，200 多家采购商现场采购。与往

届大会相比，本届展会从三个方面进

行全方位打造升级。

一是全线平台优化升级。为推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羊绒羊毛产业发

展，展会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展示展销。“线上”通过打造云

端洽谈 +智慧云馆，助力传统展会服

务再升级。利用智慧云馆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支撑为平台客户赋能，为国

内外参展企业和采购商提供在线实时

产品信息展示、在线即时沟通、云端会

议商谈、供需精准匹配、信息链接共享

等云端服务，助力参展企业拓展国内

外市场，降低参展企业成本、提升品牌

竞争力。“线下”将邀请行业内最具实

力的参展商、采购商、全国各地的行业

精英、专业机构、专家学者、时尚达人、

知名设计师和国内外媒体界的朋友们

汇聚一堂，共同描绘绒毛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美好蓝图。

二是展会活动策划升级。展会将

举办第二季“爱购羊绒品牌计划”网红

电商营销大赛、“绒城?匠心”品牌发布

与时装大秀、首届动物福利国际绒业

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2021·鄂尔多斯

市羊绒拍卖会、“开放创新? 共享绒合”

签约仪式、品牌推介会、精品羊绒羊毛

原料线上云展采购对接会、首届品牌

羊绒羊毛线上“智慧云馆”等配套活

动。通过“羊绒产品、丝绸产品 + 网

红 + 直播”的营销模式，利用网红

粉丝经济，深入传播鄂尔多斯羊绒

羊毛领域的品牌价值，为更多参展

企业与采购商提供便利条件，发挥平

台价值助力大会在创新中不断突破，

再创佳绩。

三是品牌文化创新升级。通过大

会全方位、创新式、多层次地展示中国

羊绒羊毛产业文化以及鄂尔多斯丰富

自然生态资源与深郁的草原文化底

蕴，介绍鄂尔多斯羊绒羊毛产业的历

史文化与特色民族文化，通过推介羊

绒羊毛品牌企业，描绘羊绒羊毛制品

未来应用的多样性趋势，促进会展 +

羊绒羊毛产业的发展，打造国际性会

展品牌、国际性贸易品牌，打通鄂尔多

斯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交流与合作通

道。

本届展会展品更加多元化，分别

有羊绒羊毛原料、纱线、绒纺针织面

料、丝绸面料及辅料、羊绒羊毛成衣、

工艺品、绒纺针织机械、民族特色产品

等。通过此次展会的举办，进一步打造

城市会展品牌，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

与影响力，聚集国内外投资目光，搭建

多方交流合作桥梁，推动羊绒羊毛产

业集聚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

展，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

据正北方网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入开展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建行母亲健康快车爱心巡诊活动”为抓

手，送医疗健康和金融服务进乡村。9月 11 日，首站活动走进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苏木布日很茫哈嘎

查，为偏远地区群众送去了健康理念、健康知识、健康服务、

金融知识和金融服务。

家门口的免费问诊

健康快车送健康，爱心义诊显真情。活动现场，兴安分行

邀请乌兰浩特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卢绍英、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王兴全医生为现场群众免费义诊，耐心细致地向前来

咨询的群众讲解健康保健知识，并免费为到场群众提供常见

病咨询、诊断及预防服务，向他们普及医学常识、健康知识，

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群众科学就医。

参加活动的村民吴老伯说：“我过去做过手术，现在恢复

得不错，就是血压偏高，平时吃药控制。人老了腿脚不好，看

病不方便，现在有了爱心义诊，帮我们免费看病，真是实实在

在地关心啊！”

布日很茫哈嘎查，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共有人口 880 人，

全部为蒙古族，日常交流全部用蒙古语。此次活动兴安分行

“劳动者港湾”志愿者走出网点，到活动现场做蒙古语翻译。

志愿者把村民咨询的问题用普通话介绍给医生，再把医生的

建议用蒙古语翻译给村民，反复嘱咐村民如何用药、如何保

健、如何复查，态度认真专业，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大娘，医生提醒您的血压偏高，平时要按时吃药，定期

检查，日常饮食要清淡点儿。”志愿者用汉语转述医生的嘱

咐。

“孩子，我记下啦，我岁数大了，坐车去旗里面看病不方

便，今天建行带着市里的大夫和翻译来到我们嘎查免费给我

们看病，这是对我们农牧民群众的关心关爱啊，谢谢你们。”

75岁的哈森其木格奶奶用蒙语连连道谢。

健康快车把健康送到了内蒙古大地上，把心贴心的温暖

送到群众手中，送进了百姓的心坎里。

牧场里的金融服务

活动在送医疗健康的同时，还开展了“送金融知识、送金

融服务”同步服务，通过防诈骗知识宣讲、金融产品知识讲

解，金融服务需求调查等形式向农牧民普及金融知识、宣讲

金融产品。

在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重要阶段，内蒙分行加大了对

种养农户、养殖专业合作社等乡村农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为

养殖专业合作社投放了扶贫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合作社购

入基础母牛扩大养殖规模。同时，为嘎查农牧民创新推

出“易农贷”信用贷款，助力嘎查农牧民脱贫致富。去年

办理了贷款的牧民张汉，在活动现场拉着一位员工激动

地表达感谢：“感谢建行的领导啊，你们贷给了我 5万低利率

的‘易农贷’，并指导我养小尾寒羊，我在这一年里就赚了至

少 8 万块钱，现在我们嘎查里的人都在向我取经，养小尾寒

羊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啊，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

谢谢建行。”

“姑娘，我能办理建行信用卡吗？”“张汉去年办的那个 5

万元的贷款你们还有吗？帮我看看我符合条件不？”现场的村

民咨询信贷业务的热情非常高，我行员工耐心进行解答。活

动现场指导村民办理 28 张信用卡申请手续并与有贷款需求

的农牧民一一对接。

村部里的党史教育

活动现场的村民及内蒙分行员工一起参观了扶贫展厅，

共同回顾 10 年来在建设银行帮扶下布日很茫哈的可喜变

化，让村民感受到了建设银行落实中央扶贫政策的精准行动

和真情实意。

建设银行自 2011 年起，对布日很茫哈开展定点帮扶工

作。十年间，建设银行立足区域特点，聚焦精准方略，紧扣目

标标准，组织实施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建立养牛产业扶贫

项目、支持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资助贫困学生、新建嘎查文

化活动室、参与危房改造等扶贫项目，布日很茫哈嘎查贫困

户的人均年纯收入已从 2300 元提高到 2019 年末的

10981.5 元，建档立卡贫困户 79 户、184 人全部实现脱贫，实

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布日很茫哈养牛场是总行捐建的一个扶

贫项目，目前养殖规模达到 107 头，已经产生效益，为嘎查脱

贫发挥了重要作用，填补了嘎查村集体经济的空白，目前正

在办理移交手续。当地政府已经把养牛场树立为农村集体经

济的品牌示范项目。

建设银行的扶贫工作深深打动了当地百姓。代钦塔拉苏

木达（“苏木达”在蒙古语里是乡长、镇长的意思）赵萨茹拉在

活动致辞中说：“感谢建设银行对布日很茫哈嘎查的大力支

持，建设银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

求，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体现了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科尔

沁右翼中旗旗委常委、代钦塔拉苏木书记包国忠再三嘱咐

“凡是建行来的客人，我都要见上一面表示感谢”。

郝瑞雪

2021 年 9 月 14 日下午，呼和浩特

日报社、内蒙古自治区品牌协会共同主

办的第十三届“首府百姓满意品牌”暨呼

和浩特“社会责任优秀人物”评选活动颁

奖典礼在内蒙古开元名都大酒店隆重举

行，建行呼和浩特分行荣膺“首府百姓满

意品牌”殊荣。

自 2005年起，“首府百姓满意品牌”

展示活动正式走入首府百姓到视野，已

经成为呼和浩特市一项重要的经济、文

化活动，到目前已经举办了 13 届。从第

一届到第十三届，建行呼和浩特分行每

届都榜上有名。这得益于该行对提升首

府百姓满意度和持续增强建行品牌影响

力的不懈努力，也充分说明首府百姓对

建设银行品牌的一贯认可。 赵景盛

“十一”黄金周内蒙古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53.35 亿元

“绒满华夏温暖世界”

第四届中国（鄂尔多斯）国际羊绒羊毛展览会举办

擦亮建行品牌名片
建行呼和浩特分行获第十三届“首府百姓满意品牌”殊荣

办实事到村口牧场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送医疗

健康和金融服务进乡村

大山深处有人家

银政共育金融村官 丰收佳节长情“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