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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慧萍 张鑫）“今年以

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主动对标对表

内蒙古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落

实‘六稳’‘六保’聚力发力，加大信贷投

放、下沉服务重心，服务好实体经济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支持自治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12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工商银

行内蒙古分行党委委员吴海龙如是介

绍。

吴海龙介绍，工商银行高效精准服

务实体经济，聚焦自治区“两个屏障”“两

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主

动融入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东北振

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呼包鄂榆一体

化、科技兴蒙等国家及自治区重大战略，

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前 11

个月，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860 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 2577.56 亿元，较年初增加 300

亿元，同比多增 54亿元，增长 13.19%;高

效完成自治区政府 9 个批次地方政府债

承销工作，承销债券 371.3 亿元，市场占

比第一。

积极对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点

支持基础设施、现代能源、先进制造业等

领域金融需求，累计投放法人贷款

694.7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7.93 亿

元;扎实推进普惠金融，以农业龙头企业

为带动，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数字赋

能为抓手，坚持线上线下“双轮驱动”，全

力服务好乡村振兴和城乡联动战略。11

月末，人行口径普惠贷款余额 64.48 亿

元，较年初增加 20.71 亿元，增幅

47.31%;坚持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煤炭、

电力、油气等产业的集约高效开发和绿

色化升级。11月末，绿色贷款余额 394.36

亿元，较年初增加 49.04 亿元;坚决落实

减费让利政策，真正用真金白银让利于

实体经济。

同时，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挑

战，主动对接企业金融需求，通过多元化

金融服务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截至 11

月末，累计投放制造业贷款 136.83 亿元，

占公司贷款投放量的比重为 19.61%;制

造业贷款余额 355.42 亿元，较年初增长

42.03 亿元; 服务制造业客户 615 户，较

年初增加 331 户，进一步突出经营特色，

加快打造制造业金融服务强行，更好发

挥“主力军”作用。

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三个围绕”，前

瞻规划布局。围绕国家战略导向，坚决贯

彻落实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战略。将

2019、2020、2021 年分别确定为“先进制

造业金融服务年”“制造业金融服务提升

年”“制造业金融服务深化年”，坚持每年

一个活动主题、每年一个行动方案，引导

资金回归实体，将银行的经营发展放在

宏观经济形势及全区发展大势中整体谋

划推进; 围绕自治区转型发展方向，以

“增量扩面、质效提升、结构优化”为目

标，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两

新一重等领域积极布局，扎实服务传统

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着力增强

服务制造业水平;围绕体制机制优化，提

高服务能力和效率。成立以一把手任组

长的工作专班，组建项目前中后台专业

团队，发挥考评激励的正向引导作用，落

实尽职免责等保护机制，着力构造制造

业“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

在资源配置上，把握“两个聚焦”，突

出重点区域和重点产品的带动。聚焦制

造业产业重点地区，因地制宜确定目标、

配套资源，将金融服务嵌入各盟市产业

发展规划。前 11 个月，累计向呼和浩特

投放制造业贷款 32.08 亿元、包头投放

32.21 亿元、鄂尔多斯投放 30.34 亿元，以

重点区域的精准突破带动全局协同发

展。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与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开展科技

金融创新服务“十百千万”专项行动，助

力稀土产业做大做强;聚焦重点产品，全

面优化融资品种、期限、流程和模式。前

11个月，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227.01

亿元，较年初新增 25.4 亿元，占制造业贷

款比重达 82.43%。特别加大对发展潜力

大的客户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制造业信

用贷款余额 84.43 亿元，较年初增加

35.84 亿元。

在服务方式上，建立“三个坚持”，突

出重点客户和重点客群的引领。针对内

蒙古地区制造业企业更新设备、工艺升

级、信息化改造等优质项目，推出“制造业

企业技术提升支持贷款”专属产品，围绕

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产业发展方向，重

点扶持掌握核心技术、专注主业、发展前

景向好的潜力客户，积极支持专注主业的

企业提高产能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坚持

双轮驱动，支持核心客户与上下游企业共

同发展，打造全产业链、全流程的金融服

务。目前，已为 33 户核心企业、23 条产业

链提供精准金融服务，供应链融资余额

85 亿元;坚持银政联动，通过产融合作服

务全区制造业企业。与自治区工信厅联

合举办“产融合作、政银企对接”系列活

动，乌海市精细化工专场、包头市高端装

备制造和稀土新材料专场、赤峰市高端医

药制造专场、鄂尔多斯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专场，每一场活动都问计于民、问计于企，

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需求，收到了实效。

未来，工行内蒙古分行将进一步立足

于新发展阶段，着眼于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防控金融风险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

服务新发展格局能力，有效发挥国有大行

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助力自治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鑫）“内蒙古作为我

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枢纽、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

重要节点，承担着祖国北部边疆对外开

放的重任。中国银行将自身发展同国家

对外开放战略深度融合，为自治区涉外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金融动能。”12

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银行内蒙古分

行副行长高智如是说。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充分发挥金融

“活水”作用，不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近

三年，累计与全区 1700 余家跨境贸易投

资企业开展结算及信贷领域合作，授信

投放近 600亿元;与自治区商务厅合作，

批量开展“政保贷”业务，累计为 22 户中

小外贸企业提供融资 6400 万元;联动海

外机构，累计发行熊猫债 70 亿元;联动

乌兰巴托代表处, 为境内企业蒙古国全

资子公司提供项目融资 1 亿元; 参与自

治区铁路、公路等“一带一路”倡议下基

础设施建设，率先为区内某交投公司融

资再安排银团贷款项目 87 亿元;支持蒙

西至华中铁路煤运通道、京新高速公路

青山至白疙瘩段等项目，累计投放贷款

21亿元。

此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目前已

将全区 77 家外贸企业纳入优质可信企

业名单，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便利化业

务 28.53 亿元;加大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

导，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高智表示，2022 年是我国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征程起点，是“十

四五”全面实施的关键之年，中国银

行内蒙古分行将全面落实国家对外

开放战略，立足优势，潜心立志做自治

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发挥集团

全球化优势，全力服务“走出去”企业。发

挥中国银行对外开放领域丰富的专业经

验，借助全球 61 家海外机构力量，打通

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自治区涉外企业

提供“商行 +投行”“境内 + 境外”的综合

金融服务;科技赋能业务创新，加速跨境

金融产品数字化升级。推进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金融技术应用，加快跨境

汇款流程再造，优化升级在线单证服务功

能，推进在线供应链融资线上平台建设，

搭建企业微银行服务渠道，构建智慧运营

体系，逐步建立向北开放金融科技服务生

态。

同时，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培育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政府、保险公司、

担保公司和银行多方合作模式，聚焦新能

源、新基建、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提升“票、

证、融”综合服务能力，拓宽外贸企业融资

渠道;提升“跨境电商”“边民互市”“中蒙

经济合作区”等跨境场景服务能力，积极

服务进博会、中蒙博览会，促进自治区高

水平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鑫）12 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副行长

李金才介绍：“长期以来，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纵深

推进新金融行动，致力于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主要业务指标同业领先。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一般性存

款日均余额 3666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754 亿元，实现中间

业务净收入 16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 64亿元。”

2021 年，建设银行围绕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

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紧密对接自治区经济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轴两翼”信贷投放

思路，制定了《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服务自治区

“十四五”规划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明确了支持绿色信贷、

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供应链融资等重点领域业务发展的方

向和策略，以新金融行动为引领，构筑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累计投放各项贷款 1028

亿元，同比多投 100 亿元;累计为 62 家大中型企业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 7521 万元;累计投放供应链信贷金额 43 亿元，

服务核心客户 62 家，服务上下游产业链条客户 647家。

坚持以“靶向思维”精准服务，全面提升重点领域金融

服务能力。截至 11月末，建行绿色金融贷款余额 387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占比达 14%; 能源基地建设贷款余额 713 亿

元; 涉农贷款余额 773 亿元; 普惠金融当年累计发放贷款

156 亿元，累计服务普惠客户 34607 户，贷款平均利率

4.18%;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和贷款综合成本控制在合理

水平，全面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两控目标。

坚持以“改革思维”创新服务，推动金融“服务重心下

沉”，用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助力乡村振兴。截至 11 月末，

农户贷款授信客户达到 1.7 万户，贷款余额 8.3 亿元;“奶牛

抵押贷”实现投放 4亿元; 为伊利集团上游产业链定制“e

乳通”产品，服务农牧业链条客户 63 家;成功发行内蒙行首

笔乡村振兴债券 20亿元。

未来，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发挥自身优势，躬身入局，以新金融行动落

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行智慧、建行方案、建行力量。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12 月 23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副行

长李庆旗重点介绍自治区银行业落实金融政策、提供金融

服务，助力内蒙古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李庆旗介绍，2021 年以来，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

行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内蒙古“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紧盯“六稳”

“六保”目标任务，组织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按照稳健货币政

策要求，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调整信贷结构，金融

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今年前 11 个月全区货

币信贷保持“量增”“质升”“价降”的良好态势。

货币信贷实现较快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今年前 11个月，全区金融机构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认真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对接实体经济融

资需求，实现货币信贷较快增长。11月末，全区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 2.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

高 3.9 个百分点; 比年初增加 1674.2 亿元，同比多增

1660.6 亿元，增量为近四年最好水平。

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得到

有效支持。前 11 个月，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通过对

全区农业银行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 53 家机构实施降准奖

励，以及执行 7月份、12 月份的降准政策后，共为全区金融

机构释放资金 328 亿元。累计发放再贷款再贴现 433 亿元，

同比增长 57.7%。认真做好普惠小微企业延期支持工具和

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

具的延续工作，1至 11 月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 2.7 万户

普惠小微企业的 213.5 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施了延期，企

业信用贷款较年初增加 648.3 亿元。11月末，全区中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9342.3 亿元，比年初增加 416.5 亿元，同比多

增 1134.2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 8847.5 亿元，比年初增加

506.2 亿元，同比多增 462.7 亿元，其中活体牲畜质押贷款

余额 64.9 亿元，农村牧区承包土地(草牧场)经营权抵押贷

款余额 79 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 41.2 亿元和 16.3 亿元。

全区绿色贷款余额 2505.4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9 亿元，同

比多增 166.9 亿元，增长 18.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0.4 个

百分点。高新企业贷款余额 2646.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24.9

亿元。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让利实体企业成效显著。今年 1至

11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67%，同比下降

0.22 个百分点。其中，全区中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0.13 个和 0.25 个百分点。

特别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较为明显，前

11 个月，全区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6.83%，同比下降 0.46 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最低水平。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重点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

货币信贷的投放力度，努力保持信贷增长同经济增长相匹

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乡村振兴、小微

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

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支持绿

色低碳发展;降低融资成本，继续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

合理让利，引导贷款利率稳中有降，切实巩固好前期利率下

降成果。

1—10 月，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生产原煤 8.32 亿吨，同比增长

1.9%。

在原煤增产保供政策推动下，10 月

份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日

均产量达 302.5 万吨，比 9月份日均产量

增加 29 万吨，创下今年以来原煤日均产

量新高。保障东北煤炭供应的我区东部地

区，10 月份生产原煤 2723.1 万吨，同比

增长 11.3%，拉动同期全区原煤产量增长

3.1 个百分点。与原煤生产紧密相关的

是，今年 1—10 月，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发电量 4888.2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4.2%。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日均发电量 15.6 亿千瓦时，与 9 月

份基本持平。 据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

累计投放各类贷款860亿元
工商银行聚力服务实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 赵慧萍 晓迪）“截

至 11月末，农行内蒙古分行县域贷款

余额 1190.10 亿元，增量 168.87 亿元，

增速达 16.53% ; 涉农贷款余额达

1006.65 亿元，增量 102.07 亿元，增速

达 11.28%。”12 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副巡视员鲍显兵

发布介绍。

2021 年，内蒙古分行立足实际，构

建了“规划引领、方案驱动、行动开路、

特色发展”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1+8+N”发展格局。 强化服务模式转

型升级。在“千乡千队、万村百亿”金融

支持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基础上，全力做

好支持乡村振兴“流动服务党员先锋

队”2.0 版的提质升级。向全区各地乡

镇派驻 1356 人、355 个“农行支持乡村

振兴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共投放贷

款 901 亿元，对全区县域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的覆盖率分别达 100%、

89.97%; 支持了 44.45 万户农牧民，着

力解决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最后一公

里”问题。加快产品创新。完善“三农”

产品创新体制机制，在去年创新推出

“奶牛、肉牛活体抵押贷款”的基础上，

今年创新“奶源基地贷”“草原肉牛贷”

等区域特色金融产品，持续强化服务乡

村振兴产品支撑。目前，农行“惠农 e

贷”“农民安家贷”等一批千亿级“拳头

产品”，已成为引领农村金融创新的风

向标。

坚持协调理念，助力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截至 11月末，农行精准帮扶贷

款余额 153.78 亿元，帮扶、带动脱贫人

口达 38.17 万人。10 个国家级和 5 个

自治区级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余额

259.61 亿元，增速 21.56%，高出全行各

项贷款增速 10.16 个百分点。 切实加

强重点领域金融服务 ，截至 11 月末，

全行乡村建设、粮食安全、奶业振兴领

域贷款分别较年初增长 16.18 亿元、

36.21 亿元、45.28 亿元，增速分别达

8.14%、32.58%、112.13%; 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组织开展进园区(镇)、进景区、

进有贷户“三进”营销活动，聚焦辖内 9

个国家级特色小镇、2个新型城镇化建

设示范县、30 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和 7 个乡村建设重点项目，综合运用

PPP 项目融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承

销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支持县域内城

乡融合发展。

此外，坚持开放理念，充分发挥服

务合力。加强多方合作，积极支持现代

农牧业、农业科技等重点领域发展。加

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已与近 12 个盟市

政府及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加强与自治

区农担、鼎新及各盟市担保公司的合

作，积极推广“见担即贷”、“见贷即担”

业务模式，其中，与农担合作份额位居

同业首位。搭建智慧乡村开放生态。大

力推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助力

乡村治理信息化，共与全区 25 个县签

署合作协议，覆盖 550个行政村。打造

智慧乡村综合服务开放平台，搭载重点

场景和金融产品，构建形成广泛覆盖各

类“三农”客群的金融新生态。推进开放

场景建设。采取“自建 +共建 + 对接”

等模式，推进县域智慧政务、智慧农业

等场景金融建设，努力为农村生产生活

各领域、各环节提供便捷服务。目前，全

行县域特色金融场景总数达 122 个。

同时，坚持共享理念，拓展普惠性

金融服务。进一步下沉物理网点。目前，

农行内蒙古分行县域网点 288 个，成为

四大行中唯一服务覆盖全部旗县的金

融机构，同时我行设立乡镇网点 50个，

占县域网点 1/5,努力延伸金融服务农

村牧区“最后一公里”;推动基础金融服

务进村入户。截至 11月末，农行县域个

人掌银注册客户 336.15 万户，县域掌

银月活跃客户 112.61 万户;加大“惠农

e贷”投放力度，截至 11 月末，农行“惠

农 e贷”余额 353.13 亿元，惠及全区

40万农户，助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

善。深入开展“服务乡村治理创建信用

村、信用户”工程，与地方党政和村两委

合作，共同评定信用村3084个、信用户

20.67万户，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鲍显兵表示，下一步，农业银行将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决策部署，围绕自治区“两个屏障”

“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坚

持新发展理念，强化体制机制、强化信

贷投放、强化服务下沉、强化金融创新、

强化科技赋能等“五个强化”，以更大决

心、更高标准、更强举措，高质量推进乡

村振兴金融服务。

“五个强化”农行“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乡村振兴

建行：新金融行动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凝聚金融力量
助推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原煤超 8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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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发挥全球化优势 助推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