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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卉平

一季耕耘，“开门稳”“开门红”。

践行高质量发展，内蒙古经济质量

和效益双提升。

服务业方面，重点行业拉动作用显

著，全区服务业稳定恢复。 其中，批发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7.4%，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 5.6%，金融业增加

值增长 3.5%， 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

3.4%。

经济发展，金融活水润泽赋能，全力

以赴。

一季度，全区金融业基于内蒙古“两

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

略定位，精准施策、靠前发力，信贷投放

有重点，金融普惠出实招，持续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切实把筑牢经济稳的根基理

念扛于责任双肩，政金企协同推进“保项

目、入园区、进企业、下乡村”行动 ，为内

蒙古经济运行的“稳”和“红”全程蓄力助

能，贡献金融力量。

服务乡村振兴 助力春耕备耕

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既是

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战略， 也是国有大行

践行责任担当、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工行内蒙古分行始终秉承“国家所

需、金融所能、工行所长”的原则，深入落

实工总行党委“48 字”工作思路要求，以

内蒙古分行“335 战略 + 重点工程”为指

引， 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数字化金融服

务，积极支持春耕备耕。

2022 岁初，为保证广大农户春耕备

耕资金需求， 工行内蒙古分行升级服务

方式， 在全部营业网点开通春耕备耕绿

色通道、咨询台和业务专柜，线上“工银

兴农通”APP 开辟急速审批渠道， 工总

行网络融资中心滚动筛选“农业经营主

体信贷直通车”需求，做到春耕支农小额

信用贷款随到随办、 快审快放、 随借随

还。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 工行内蒙古

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784.39 亿元，较年初

增加 44.31 亿元，增幅 6%;其中普惠型

涉农贷款余额 36.92 亿元， 较年初增加

9.77 亿元，增幅 35.99%。

农行内蒙古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坚持把服务乡村振

兴作为全行工作的重中之重，敢于担当，

主动作为， 将新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工作

实践中。

满山苍翠，芳草茵茵，一群群雪白而

矫健的敏盖绒山羊游觅其中， 成了内蒙

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光胜

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也成为带动当地

村民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苏布尔嘎镇光胜村的村民郭丽霞骄

傲地说：“我们的敏盖白绒山羊产绒量

高、繁殖率高、肉质优。 是‘温暖全球’的

鄂尔多斯羊绒衫的首选原料。”为了响应

国家保护草原生态的号召， 郭丽霞和家

人开始舍饲圈养白绒山羊。 创业资金贷

款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郭丽霞创业的

难题。 在农行实施金融支持区域特色产

业发展中， 郭丽霞顺利地获得了农行投

放的助业贷款， 她终于可以安心地发展

生产。“现在白绒山羊的饲养量由 1000

只增加到了 1600 只， 公司产值也由原

来的 1000 万元上升到 4000 万元。 农

行的贷款给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利率还

低，还款也没有压力。现在公司还帮扶带

动周边 2000 多户村民就业， 并为村民

免费提供白绒山羊交易市场场地。”郭丽

霞介绍。

截至 2022年3月31日，农行内蒙古

分行县域贷款余额 1296 亿元， 增量 71

亿元，增速达 5.81%;2022 年 3 月末，全

行涉农贷款余额 1030 亿元， 较年初增

加 59 亿元，增速 6.17%。

（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张鑫)

5 月 20 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技能内蒙古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产训结合”作为《“技能内蒙古行动”实施方案

(2022-2025 年)》中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主要是围绕产

业发展需求和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精准

度和有效性，推动产业链和培训链有效衔接，促进产业发展和

职业技能培训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处长牟国民

介绍，“产训结合”作为一项新的改革举措，对我区在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构建终身技能培训体系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如何实现“产训结合”高质量

发展，就是要做好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篇文章，推动形成供需两

侧精准发力、同步推进的工作格局。 在供给侧要实现职业技能

培训扩容提质。 职业技能资源能否真正提质扩容，关键在于发

挥好企业、院校、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政府主导的公共实

训基地“四大载体”作用，进一步推动培训资源实现共建共享，

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共享

公共培训资源的可及性和便利度。

此外，在需求侧要实现劳动者积极参与培训。 充分调动广

大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键要做到

“两个有”，第一是个人要有意愿，第二是政府要有实招。 对于

广大劳动者来说， 一定要珍惜党和政府重视职业技能培训的

大好机遇，拿出时间和精力，积极参与到职业技能培训中来，

真正掌握就业创业的真本领，端上勤劳创新致富的“金饭碗”。

政府要建立健全政策保障机制，大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

贵、创造伟大”的社会导向，切实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和待

遇水平，推动更多技能劳动者早日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牟国民表示，下一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会同有

关部门，按照“产训结合”的总体要求，从供需两端精准发力，

统筹推进“产训结合”建设试点行动，谋划支持一批公共实训

基地建设项目，加大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行业和企业的培育

力度，进一步提升产业需求和培训内容的契合度，推动“产训

结合”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产业人才支撑。

连日来，在阿拉善盟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车辆穿梭，项目施工人员坚守在建设一线赶工期、抢进度，

全力确保各类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记者从盟发展改革委

获悉，今年阿拉善盟计划实施重点建设项目 112 个，年度投资

281 亿元。截至 4 月底，已开复工 88 个，开复工率 78.5%，较去

年同期提高 12.5 个百分点；完成投资 37.7 亿元，完成年计划

的 13.4%，较去年同期增加 18.8 亿元，进度提高 3.7%。

近日， 在阿左旗敖伦布拉格镇华能公司风电项目安装现

场，随着指挥员“起起起”的命令，主吊机发出阵阵轰鸣声，90

吨重的风机叶轮被缓缓吊上 100 米高空进行安装， 这是阿拉

善可再生能源基地 160 万千瓦风电项目完成吊装的第 12 座

风机。 据介绍，截至 4 月底，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0 亿元。

在乌力吉口岸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水、电、路、讯等基础设

施建设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口岸联检楼、边检营房及安全

饮水、联检服务一体化工程 4 个项目已完工，临时开放设施已

全部建设完成。 据了解， 今年乌力吉口岸共实施重点项目 3

个，截至 4 月底，有 1 个项目开复工，完成投资 2297 万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 17%。

据介绍，今年以来，阿拉善盟认真落实重大项目三级领导

包联和前期手续部门包联工作机制， 推动重大项目联席会议

专班开展集中“会诊”，压实重大项目实施各方责任，协调解决

好重大、突出、共性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形成了全力以赴推动

项目建设的工作合力。 盟发展改革委对照重大项目清单，调动

各审批部门和项目责任单位积极性主动性，对每个项目、每项

前期手续实行清单式管理，分类施策、限期解决。 按照“保投

产、抓续建、争开工”思路，实行“一项一策”，实现项目建设全

周期精细化管理。 紧紧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谋划项目

储备，促进工业技改、先进制造、新兴产业和创新成果转化投

资大幅增长。 精准有效强化要素保障，提前确保用地、用电、用

水等要素配置到位，协调做好设备预订，力争尽早开工；协调

保障好用工、用料、物流、资金等各项条件，严格按照计划节点

推动项目建设， 提高项目投资强度， 为推动项目建设“加速

度”、见成效提供了有力保证。

沈雅楠 包云峰

投放有重点 普惠出实招 金融活水“活”在哪里？

———经济运行“看开局”系列报道之四

供给 +需求

阿拉善盟重点项目建设

按下“快进键”

内蒙古高质量推动“产训结合”

呼和浩特新机场航站楼

主体混凝土结构完成施工

“我们都是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

天地跑道……” 伴随着张舒然同学一首

激情歌曲，牧西叶乐同学翩然起舞……

这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举办的

“安纳尔·安达” 青年成长沙龙活动中的

一幕，表演者正是一组结对子的“好安达”。

“在学习蒙古语过程中，我有不会的

问题就去请教牧西叶乐， 她总是耐心解

答。我们还一起过中秋节、参加社团活动

……”提起和牧西叶乐交往的点滴，张舒

然觉得很温馨。

去年 9 月， 蒙古学学院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首次开设蒙古语言文

学班。 刚一入学，来自全国 12 个省区的

25 名同学就在学院安排下与蒙古语

言文学基地班形成“安纳尔·安达”结对

子班级。

“安纳尔·安达”的意思是“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好朋友”，“安纳

尔·安达”多民族学生互嵌式成长社区育

人项目的蓬勃生长， 是内蒙古大学加强

民族团结教育， 引导各族师生一起成长

进步、共同团结奋斗的鲜活见证。

（下转 2版）

本报记者 王丰

5 月，是水稻插秧的季节，在这个

季节， 兴安盟大米又在繁忙中迎来一

个利好的消息。

5 月 18 日， 由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中

共兴安盟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远方出

版社、兴安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兴安

盟作家协会、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专家

工作站联合承办的《袁隆平与兴安大

米》宣传推介会在兴安盟举行。《袁隆

平与兴安大米》 宣传推介再次将兴安

盟大米推到农业发展平台的 C 位。

兴安盟大米的声名鹊起曾得益于

袁隆平院士。 2018 年 10 月 16 日，兴

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揭牌。 而后，

“兴安盟大米”的品牌效应凸显出来。

好山好水育好米

兴安盟是个好地方， 不仅有好山

好水，还有好稻田。

兴安盟位于北纬 46 度大兴安岭

南麓生态圈、 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

金带， 纯净无污染的天然河流水源和

有机质含量高的黑色土壤， 孕育出来

的兴安盟大米，近年来深受京津冀、长

三角、 珠三角等主要粮食销区消费者

的广泛赞誉。

（下转 2版）

“兴安盟大米”从好品质到好品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布仁巴雅尔

近日，赵艳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

与兴安大米》，由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是以粮食安

全、国计民生视觉切入的重大叙述。 作

者以袁隆平院士专家团队在兴安盟改

造盐碱地，将万顷荒地变为“大粮仓”

的艰辛历程为叙事主线， 讲述兴安盟

人民向荒漠要粮、 向盐碱地要粮的故

事。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现代农业、智慧

农业，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的远见与担当，实现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的战略构想。

2022 年， 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新

语”和考察海南时讲话，都特别强调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

念兹在兹：“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

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

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饭碗主要装

中国粮。 ”“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

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 ”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民生之本。

袁隆平院士为首的水稻科研专家团队

和兴安盟农牧民是实现这个思想的实

践者和开拓者。2018年，袁隆平水稻院士

工作站落户兴安盟，这是国内首个袁隆

平院士苏打型盐碱地工作站。改造盐碱

地，让盐碱地变为绿洲，让盐碱地成为

粮仓。 兴安盟吹响了改造盐碱地，碱地

种稻，碱地要粮的集结号。（下转 4版）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评赵艳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与兴安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