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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在做好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全力
支持自治区防疫所需物资生产、运
输企业复工复产，以及定点医疗机
构的稳定运营。

1月 31日至 2月 4日，为自治
区重点医药流通企业新投放贷款
3028万元。春节后首个工作日，该
行主动对接华润内蒙古医药有限公
司，建立绿色通道，为其解决急需的
区内各大医院药品采购资金。2月
3日为企业发放供应链融资业务50
万元，2月4日在给予企业最优惠价

格情况下，加班加点为企业办理20
笔、2978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
务，第一时间助力企业在疫情防控
期间医疗物资的正常采购和运输。
为区内16家新型冠状病毒定点收
治医疗机构审批通过信用额度12.7
亿元，保障定点医院正常运营资金
需求。该行疫情防控期间实行的差
别化信贷政策和高效、快捷的工作
得到了企业高度认可，体现了大行
担当精神，凸显了银企共克时艰的
决心。

（张雅然）

建行内蒙古分行鼎助企业复工复产

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举国上下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共同打响了一场团结奋进的
战“疫”。农行内蒙古分行党委坚定信心，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总行党委的部
署要求上来，凝聚全行力量，主动作为，精
准施策，全力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工作，
为战“疫”胜利贡献金融力量。

主动对接
聚合金融力量提供应急支援

位于赤峰市元宝山区的内蒙古华天制
药有限公司是生产消毒制剂的重点企业，疫
情发生后，企业提前开工加班生产，急需流
动资金。由于处于疫情防控特别时期，企业
着实担心如何解决眼前这紧急的资金困难，
没有应急资金，如何倾力投入到这场战

“疫”之中。
农行赤峰分行主动打来的信贷调查电

话，解决了华天制药的燃眉之急。“仅用两
天时间，2000万元就到账了。”该公司生产
线负责人说，除了放款速度快，还执行的是
优惠利率，公司不断收获惊喜。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农业银行创新
机制，开启线上化急事急办绿色通道，是国
有大行应该有的担当。”农行内蒙古分行行
长张春林说，聚焦靠前行动支持疫情防控，
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主动对接防疫相关企
事业单位，全力满足防疫合理资金需求。

据了解，农行内蒙古分行重点梳理了
《重点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融资需求表》，
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方式主动对接辖内
医疗机构、医疗科研单位、卫生防疫、医药
产品制造购销企业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单位等企事业单位，积极满足融资和金
融服务需求，足额满足合理信贷融资。

当第一时间获得华天制药公司的信贷
需求信息后，农业银行分行、市行、支行立
刻实施三级联动，按照为应急支援疫情防
控出台的一系列信贷措施安排，分行下放
审批权限，特别将贷款增量授信审批权向
盟市行进行转授权；简化业务办理流程，通
过自主审批突破制度事项，采用直接审批

方式审批客户授用信业务；同时，为了降低
客户融资成本，实行最优惠利率。

通过一系列应急支援信贷措施的实施，
截至目前，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已为医疗机
构投放疫情防控贷款1.1亿元。近期，根据摸
排，预计将为疫情防控定点医院增加授信15
亿元，全力支持医疗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农业银行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贷款利
率低，办公效率高，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真
是共产党的好银行，为他们点赞！”内蒙古华
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航燕如是说。

急解难题
贡献金融力量恢复正常生产

疫情爆发以来，农村牧区各村镇各嘎查
严格落实地方防疫要求，封闭道路。这给塞
飞亚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暂时性困
难，也直接影响了其上游养殖户的利益。

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是集肉鸭养殖屠宰加工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企业，养殖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
受疫情影响，赤峰市宁城县及周边道路封
闭，物资流通不畅，导致企业产品销售缓慢，
而公司上游养殖户的肉鸭却在不断出栏。
为使农村牧区养殖户的利益不受影响，该公
司决定按时按量收购上游养殖户出栏的肉
鸭，企业急需周转金解决当前的困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农行内蒙古分行急
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不到24小时，便为该
公司成功发放了流动资金贷款7700万元，使
该公司得到应急支援，确保了养殖户利益不
受损害，得到公司及养殖户的一致好评。

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针对如何帮助
受困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农业银行内蒙古分
行主动发力想办法，提前行动暖人心。通过
梳理辖内融资客户近期到期还本付息情况，
提前沟通提示，提前落实到期本息资金划

转，避免疫情影响资金划拨效率，出现贷款
本息逾期情况；对确因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
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
进行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本次疫情影
响无法正常还贷的企业，在符合总分行相关
信贷政策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信
贷重组、贷款展期、调整贷款利率和还款计
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全
力支持其恢复生产经营，助力企业走出困
境，降低疫情灾害影响；通过主动了解农村
牧区以及涉农企业资金需求，主动提供金融
服务，切实加强疫区涉农贷款投放，全力保
障疫区农副产品生产和春耕备耕农资供应
信贷资金需求，1月20日至2月10日期间，
全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逾16.11亿元，全力
支持农村牧区地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专属服务
凝聚金融力量保障普惠发展

针对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农业银行内
蒙古分行以“普惠医捷贷”等线上产品为抓
手，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疫情防控专属金

融服务。
“普惠医捷贷”是农行内蒙古分行自行

开发的、在内蒙古地区唯一以定点药店为
服务客户的普惠金融线上融资产品。疫情
防控以来，农业银行成立“普惠医捷贷”客
户专项服务小组，认真梳理医捷贷预白名
单，按照药店注册地址分解医捷贷预白名
单，利用系统准确筛选客户，开启精准线上
金融服务模式，通过主动对接客户，提高服
务效率，搭建起普惠金融疫情防控审批绿
色通道，对定点药店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仅
用3天时间已主动对接客户261户。

此外，农行内蒙古分行充分发挥在线
快速审批优势，结合银保监会“百行进万
企”融资对接活动，全力做好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为疫情防控相关产行业小微企业提
供一对一在线指导，优先办理，做好辖内医
疗器械制造、医药产品、食品和生活物资生
产企业及其上下游小微企业客户的金融服
务，全力保障企业融资需求，做好医疗、生
活物资生产供应的保障工作。截至2月 10
日，内蒙古分行已向 6 户疫情防控相关行
业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合计3221万元。

（鲁娜 张鸿鹏 李相敏）

农行内蒙古分行
凝聚金融力量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月1日，农行赤峰分行主动服务华天制药公司，为其迅速发放贷款，支持疫情防控。

农行包头分行为“普惠医捷贷”客户提供专属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保障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3日电 2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
宁出席。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继续把湖北省特别是
武汉市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武

汉市要多渠道尽快增加隔离床位供给，
对“四类人员”加速分类集中收治或隔
离，确保救治设备和防护用品向重症病
例治疗集中，保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孝感、黄冈等病例多的地区要立即采取
和武汉市同等的排查、隔离、医疗救治
等措施；湖北省其他地市要加强防控和
提高收治能力等工作。全力保障湖北
省和武汉市新增医务人员需求，借助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机制适当补充湖北省
其他地市医务人员。湖北省和武汉市
要进一步强化离汉离鄂通道管控，压实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属地责任。

会议指出，通过错峰等措施有效控
制人流，今年不会出现往年那样的返程
高峰。各地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要求，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运用“大
数据+网格化”等做好对密切接触者、有
风险人员查找监测，切实做好防控工
作。由各省份负责，对本省份各市特别
是县根据疫情情况进行合理分类，制定
差异化精准防控策略，视疫情形势有序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搞“一刀
切”，及时纠正偏颇和极端做法。

会议指出，有效的药物和救治是战
胜疫情的关键环节。要全力开展医疗
救治。建立全国诊治协作网络和病例
库，组织专家及时分析总结目前近
6000例治愈病例，进一步完善诊疗方
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一步采取
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治疗方式，并努
力防止并发症，加快探索推广有助于阻

断轻症转为重症的药物和治疗手段。
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
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
药。加快药物临床试验，有效的要抓紧
向救治一线投放，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亡率。

会议指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
继续协调做好疫情防控物力人力保障，
指导各地分级分区防控，帮助解决突出
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要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勇
于担责，切实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抓实
抓细抓落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进一步分级分类有效防控
要求优化诊疗加快药物攻关科学防治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
陈炜伟 田晓航） 记者 13日从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2月 12日
0—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15152例（含湖北临床诊断病
例 13332 例），重症病例减少 174
例，新增死亡病例254例 （湖北242
例，河南 2例，天津、河北、辽宁、
黑龙江、安徽、山东、广东、广西、
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1例），新
增疑似病例2807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171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9429人。

截至2月12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52526 例
（其中重症病例8030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5911 例，累计死亡病例
1367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59804
例，现有疑似病例13435例。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471531人，尚在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1386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4840例（武
汉13436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802
例（武汉538例），新增死亡病例242
例 （武汉 216 例），现有确诊病例

43455 例 （武汉 30043 例），其中重
症病例 7084例 （武汉 5426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3441例 （武汉1915
例），累计死亡病例 1310 例 （武汉
1036 例），累计确诊病例 48206 例
（武汉32994例）。新增疑似病例1377
例 （武汉 620 例），现有疑似病例
9028例（武汉4904例）。

国家卫健委介绍，为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早诊早治，落实好湖
北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工作，按
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五版 修正版）》，对湖北省以及
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病例诊断标准
进行了区分，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
断病例”分类，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
影像学特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
例，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相
关要求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高救
治成功率。目前，湖北省报告的
13332例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
统计，正加强病例救治，全力减少重
症，降低病死率。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78例：香港特别行政区50例 （死
亡1例，出院1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10 例 （出院 2 例），台湾地区 18 例
（出院1例）。

国家卫健委：
2月12日新增确诊病例15152例

累计治愈出院5911例

2月13日，医疗队队员和亲人在南昌站前告别。当日，江西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278名队员奔赴武汉。这批医务人员涵
盖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等十余个临床科室，并随行携带多种急抢救医疗设备。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江西278名医疗队员驰援湖北

据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 （记
者 黎云 王作葵 贾启龙） 按照
中央军委命令，2月 13日凌晨，空军
出动运-20、伊尔-76、运-9共3型11
架运输机，分别从乌鲁木齐、沈阳、西
宁、天津、张家口、成都、重庆等7地机
场起飞，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和物资。

上午9时30分许，11架空军运输
机全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从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中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和西部战区空军航
空兵某师的11架运输机，陆续从中原、
华中和西南等地军用机场起飞，先后抵
达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天津滨海机
场、沈阳桃仙机场、西宁曹家堡机场、成
都双流机场、重庆江北机场和河北张家
口机场。在完成医疗队员和物资装载
之后，11架大中型运输机再次升空，上
午9时开始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空军先
后出动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西
部战区航空兵某师、空降兵某旅执行
空运人员和物资工作。

空军出动11架运输机
多地同步向武汉
空运医疗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