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张俊在 责任编辑：李国萍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1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二 9经济涮锅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邮箱：nmgrbtpgj@163.com

闻天下

八面风

深一度

□胡文勇

棋林翘首赞红兵，弈海单枪占楚
营。

象棋是我国传统棋戏之一。春秋
战国时期宋玉所著《楚辞》中就提到过

“象棋”，只不过当时的“象棋”是象牙做
的六博棋。唐代以后，象棋逐渐演变成
将、车、马、炮、士、象、卒七个兵种。

象棋文化博大精深，棋盘之上虽仅
有32棋子、64格，但天地虽小却可以推
演战事，讲述哲理。方寸之地，内含乾
坤，落子之间，变化万千。万物相通，棋
理也是哲理，象棋背后也蕴藏着现代银
行的经营管理之道。

各归其位，各展其才。同样的棋
子，高手步步高妙、招招紧逼，片刻间对
手土崩瓦解，高下之分，全在棋子组合运
用得当。一子当有一子之用。每个棋
子都有自己明确的职责，或负责进攻，或
负责坚守，或号令三军坐镇中营。“车”是
棋盘上效用最大之子，故棋语云“一车十
子寒，车正永无沉底月”；“卒”作用亦不
可小觑，过河卒子当车用。可见，棋盘
上，无一着闲子，无一子可弃，卑微若

“卒”，若作用发挥到极致，也会令敌营人
仰马翻。商业银行岗位设置各不相同，
横向有前中后台之分，纵向有职级之别，
但不论前台营销管理人员，还是中台风
控或后台服务人员，都是商业银行稳定
运行必不可缺的一份子。

协同配合，紧密联动。棋语“马跳
连环不用车”“马卒难破士相全”就讲明
了团结的力量是攻守兼备的利器。进
攻时，更注重棋子之间的配合协同，棋子
之间，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不求小我得
失，才能赢得大局。强悍如车，亦不能包

打天下，因为敌营中还有“连环马”“担子
炮”，相互照应、互为靠山；防守亦如此，

“士”“象”全时，田字之间、九宫之间，上
下翻飞、高接低挡，即便车马炮必须付出
代价，才能攻破大营。所以棋盘最终取
胜，根本取决于棋子之间组合、调度，

“马”踏八方、当头架“炮”，各子效用不
同，但只有联手抗敌，才能取得收效。

“车、马、炮”联手，三子归边，则大势可
定，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银行内设部
门、机构虽多，但需要相互依靠、相互支
持，协作共进。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与
金融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科技金融、智慧
金融等建设与发展越发需要跨条线、跨
团队合作。银行业务管理中常提及的

“总分联动”“公个联动”“风公联动”等也
正是印证了棋盘之道，巧妙排兵布阵，让
每个岗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就能实现
1+1>2的效果。

兵贵神速，抢先入局。正如棋语“输
棋只因出车迟”所说，若策略得当，能够
抢占先机。但胶着之时，又需沉着耐心、
反复周旋，当慢则慢。如何运用，则要看
棋局走势和所剩何子而定。善弈者谋
势，不善弈者谋子。银行发展与实体经
济共生共荣，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
看清大势、把握机遇、敏捷反应，早动手、
早布局、早行动。但也要踏准经济周期
节律，服务实体经济不能大水漫灌，而要
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滴灌。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拉长长板
重要？还是补足短板重要？结论是，让
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重要。管理中识
人为先。“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骏马
能历险，耕田不如牛。”正如16枚棋子都
很重要，不能因为“车”来回纵横而高看
一眼，也不能因为“相”往返受限而轻视
之。对各棋子的作用要全面、辩证对

待。刘邦曾说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
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
百姓，不断供给军粮，我不如萧何；率百
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
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
也。”而如何让人才脱颖而出，是搭建平
台，使毛遂颖脱而出？还是独具慧眼，搜
寻人才？不论何种方式，其根本在于识
人，古人云：“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
富则观其养，听则观其行，止则观其所
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不受，贱则
观其所不为。”银行虽然经营一种特殊商
品——货币，然内部亦需要多样人才。
人才是银行经营第一资源和最宝贵资
源，群贤毕至则事业可期，青黄不接则发
展堪忧，用人之道，前人所述备矣。其核
心不外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才无德
会坏事，有德无才干不成事，德才兼备才
能成事。

帅不轻动，垂拱而治。棋盘中，有
一枚特殊的棋子，不得不提：“帅/将”。
坐镇中营、足不出户，却是三军“军魂”。
帅需“士”“相”护卫在侧，又需“兵”“卒”
防卫于前，唯此，方能消却后顾之忧，任

“车、马、炮”驰骋疆场。全局将帅不轻
动，帅是胜负之标志。然，“将”“帅”，有
用？无用？无用，需大批人马拱卫、守
护，如深居九宫之宫女。有用，残局时，
将帅出场可“着将”，而发挥巨大威力。
但战局焦灼时，如对方一而再、再而三

“将军”，则是败相毕露之时。由此看，全
局中要避免“将”“帅”疲于奔命，而要三
军用命，“帅”居九宫之中，行运筹帷幄之
事。如此，方为行棋之道。银行业务多、
事务杂。银行高管好比棋盘中“帅”，不
能事必躬亲、事无巨细，要察大势、谋全
局、定方向、抓重点，把握主要矛盾，解决
突出问题。银行高管虽不轻易出马，但

关键时刻亦可躬身入局。例如在重点
业务、重点客户、重点项目营销拓展方
面，可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日拱一卒，终成大用。棋子虽少，
然千古无重局，胜负之手多矣。“卧槽马”

“闷宫炮”让对方猝然而亡，虽是一快事，
但在势均力敌的棋手之间，这种速胜毫
无可能，多的棋局却是棋盘上残存几子，
循环往复，比拼的是谁先露出破绽。此
时，小小“兵卒”派上大用场，一方面，车
马炮经过开局对杀、“兑子”，已所剩无
几，另一方面，小卒过河，威力大如车。
由此可见，在管理中，需激发每个个体的
作用，正如一个小“卒”，只要锲而不舍，
也有终成大器的时日。商业银行管理
亦如下棋，专业能力是最核心竞争力，风
险管理、场景建设、客户账户、科技创新
都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无法一蹴而
就。须用细功夫，有韧劲，既要有急先
锋，一车当前的冲劲，也要有扫地僧、小
卒过河的执着。正所谓久久为功，方能
收效。

循道而行，有章可依。棋盘虽小，
但一盘棋就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每个棋
子都有自己的规则：“马”行日，“象”走
田，“炮”隔山打，“车”走直线，“将”“帅”
不出城，“卒”去不返乡。也正因这些规
则，各枚棋子各行其道，整个棋盘才能气
象万千，一切都有条理，下棋的人才会百
下不厌，乐在其中。银行是最讲规矩的
行业，须创新有法，经营有度。按章操作
则基业长青，违章行事则乱象丛生。

行行有门道，事事有逻辑。棋盘虽
小，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之道、事业之
道、发展之道，需要我们以学无止境、行
远不息的精神上下求索，以知行合一、以
知促行的态度坚毅笃行。

（作者系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

□本报记者 王连英

正月十五刚过，内蒙古大兴安阿尔
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
剑波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公司目前
正在积极做营销准备，全力为迎接今年
的旅游旺季打基础。”王剑波信心十足地
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
旅游业也在逐渐好转，再加上我们有了
贷款资金的支持，今年的前景可期。”

去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阿尔山旅游景区游客锐减，内蒙古大
兴安阿尔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

金周转出现困难，特别在五六月份的
时候，员工的工资发放都成问题，急需
要进行融资。但旅游企业无形资产规
模较大，使用传统有形资产抵押方式
获得银行贷款渠道狭窄。

在企业生死存亡之际，王剑波了
解到通过人民银行中征应收账款融资
服务平台贷款可以解决抵押难的问
题，于是他赶紧让公司相关人员在该
平台发布应收账款融资需求。通过中
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阿尔山市
农村商业银行了解到该公司需求后，
迅速组织人员对接，为其量身定制了
以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门票及车

票收费权为质押的金融服务方案，并
且开通了绿色通道，不到一周时间就
完成 1900 万元贷款发放，还在现行利
率定价基础上下调利率 4.84 个百分
点，缓解了该公司的经营困境，降低了
融资成本。此笔贷款也成为兴安盟第
一笔旅游景区收费权质押贷款。

“人民银行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
台有效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
像我们这些抵押物不足的中小企业来说，
真的是雪中送炭。”王剑波说。

据了解，为支持动产融资、服务中小
企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组织建
设了基于互联网运行的中征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旨在为应收账款融资参与主
体提供信息合作服务，盘活应收账款存
量，推动应收账款业务创新，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问题。

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上线以
来，人民银行呼浩特中心支行通过制定推
广工作方案、下达推广工作任务、举办业
务培训、开展调研宣介等形式，大力推动
平台在我区的应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
核心企业、财政部门与平台开展系统对
接，提高融资效率。截至2021年1月末，
该平台累计促成自治区融资交易 3349
笔，融资金额2074.54亿元，其中中小微
企业融资2374 笔，金额 1617.58 亿元。

阿尔山一旅游企业首用收费权质押贷款 1900 万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杨
帆）在经济形势复杂、财政收支矛盾
突出的形势下，内蒙古财政如何贯彻
新发展理念、应对新挑战？日前召开
的全区财政工作会议上定了调：“立
足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财政改革发
展形势，辩证认识机遇和挑战的关
系，在应对挑战中实现新进步。”

为了实现开局新发展，会议要
求：各级财政部门要系统把握财政
改革发展要求，既要不折不扣减税
降费，也要注重培育财源；推动各级
各部门厉行节约，带头过紧日子；统
筹基层“三保”、养老保险，防范地方
金融等风险，并坚决防范系统性风
险；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财
税改革，加强法制财政建设；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民生支出与
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
配。同时，围绕“两个屏障”“两个基
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全面
落实财政改革发展任务，推动重大
战略、重要任务、重要政策落地。

紧日子，好日子，
今年怎么过？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王
连英）记者从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
心支行获悉，近日，鄂尔多斯市首
家信用镇授牌仪式举行，乌审旗图
克镇成为该市首家“信用镇”。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
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强
化农村牧区信用环境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2020 年以来，人民银行鄂
尔多斯中心支行与乌审旗政府加
快乌审旗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信
用乌审”品牌，认真筹划推进信用
村镇建设，着力营造农村牧区讲信
用、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同时让农
牧民能享受贷款方式改进、贷款手
续简化、贷款额度增加、贷款利率
优惠等信贷支持政策。

鄂尔多斯市通过信用镇创建
活动，有效提升了农牧民的信用水
平，为金融机构进一步简化贷款手
续，拓宽信贷服务领域，提高贷款
授信额度，让各类信用主体充分享
受贷款利率优惠提供依据，充分彰
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推动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鄂尔多斯市首家“信用镇”
挂牌亮相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李
永桃）据各盟市上报自治区发改委
价格监测中心的能源价格监测数
据显示，2021 年 1 月份，全区电煤
购进价格上涨，成品油零售价格 3
次上调，工业用电价格有所调整。

1月份，全区动力煤平均坑口折
标价格为 319.85 元/吨，平均车板折
标价格为 337.89 元/吨。其中，东部
地 区 褐 煤 平 均 坑 口 折 标 价 格 为
275.84 元/吨，鄂尔多斯市动力煤平
均坑口折标价格为462.5元/吨。

1 月份，东部地区电煤折算为
标准煤后平均值为 338.25 元/吨，
环比上涨 1.5%，同比上涨 15.05%；
西部地区电煤折算为标准煤后平
均 值 为 410.5 元/吨 ，环 比 上 涨
35.59%，同比上涨 64.41%。

进入 2 月份，春节假期叠加气
温回升，整体煤炭需求有所回落，
但供应稳定增加，预计后期我区煤
炭价格将大幅回落，可能回落到年
初水平。

电煤购进价格年初上涨
后期有望回落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杨
帆）“开前门、堵后门。”——乍听之
下，以为是干啥？其实，这是“十三
五”期间呼伦贝尔市的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方式。即：打开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的“前门”，堵上违法违规融资举债
的“后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此，呼伦贝尔市通过建立债
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利用地方政
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积极争取地
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实施政府债
务化解计划、推动资源资产变现并
拓宽筹资渠道等多项举措推动政
府债务管理。“十三五”期间，呼伦
贝 尔 市 地 方 政 府 债 券 年 均 增 长
42.47%，新增债券有效推动了呼伦
湖流域治理和当地生态环境保护、
棚户区改造、扶贫攻坚、奶业振兴
及社会公益项目建设。

呼伦贝尔债务管理
“开前门堵后门”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杨
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京蒙两地深入开展扶贫协作中，
北京市究竟给内蒙古投入了多少扶
贫资金？据自治区财政厅最新消
息：2016 至 2020 年，北京市累计投
入我区扶贫资金 39.43 亿元，自治
区本级安排配套资金 7.9 亿元，主
要用于贫困地区扶贫产业项目建设
及光伏扶贫、消费扶贫等方面。

5 年来，按照脱贫攻坚安排，自
治区财政系统同步完成了以下工作：
定点帮扶——2016至2020年，累计
投入帮扶点兴安盟扎赉特旗西胡尔
勒嘎查帮扶资金 1578 万元；做好自
治区派驻脱贫攻坚工作总队经费保
障——2018至2020年，每年从自治
区本级财政安排57个驻村工作总队
车辆补助经费771万元；支持深度贫
困旗县脱贫——2018至2020年，自
治区财政厅在统一分配均衡性转移
支付基础上，向 15 个深度贫困旗县
增加补助资金 18 亿元，在统一分配
县级基本财力奖补资金基础上增加
安排补助资金9.93亿元，在统一分配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基础上增
加补助资金 3.86亿元，3年来共安排
财力性转移支付31.79亿元。

京蒙情深！
北京 5 年向内蒙古

“输血”39.43亿元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杨
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
下，如何实现突围？一家企业的经
验值得借鉴。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消
息：2020 年，包钢股份各原料燃料
质量攻关单位紧紧围绕降低生铁磷
含量、硫含量等目标，想办法、定措
施，39 项攻关指标完成 33 项，四季
度降低成本约 3805 万元，全年累计
降低成本约 1.28 亿元。

通过分析行业现状及发展趋
势，包钢要求相关单位瞄准保高炉
稳定性目标，充分发挥配煤配矿组
作用，保证原料燃料质与量的稳定
性；围绕原料燃料采购，加强溯源质
量管理；执行标准化作业，推行准时
化生产，强化验收考核，严控工序质
量；高度重视标准，提高质量指标和
合格率；正视专项巡视问题整改，严
格标准、制度、原则、流程。

1.28亿元哪里来？
包钢股份以原料燃料
质量攻关降本增效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杨
帆）2016 至 2020 年，我区下达生态
护林员补助资金5.8亿元，对选聘的生
态护林员每人每年按1万元标准给予
补助。

同时，生态护林员全部成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且我区重点对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等地的特殊群体给予适
当倾斜，下达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
1.4 亿元，帮助国有贫困林场尽快脱
贫。2018年和2019年，根据自治区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
省域调剂任务，我区共争取中央土地
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
算 19.15亿元，对保障生态扶贫资金
落地见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人每年补助 1 万！
我区 5 年给生态护林员
发放5.8亿元

本报 3 月 1 日讯 （记者 阿
妮尔）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了解到，
2020年以来，呼和浩特海关缉私部门
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26 起，案值
987.62万元，涉嫌偷逃税159.04万元，
其中破获走私固体废物案（骨废料）1
起、走私白银出境案 1 起、走私疫区
冻品案 2起、国家禁止进出口旧机动
车案2起；破获走私子弹案2起，缴获
制式子弹 61 发；破获寄递渠道走私
毒品案15起。关区查办行政案件93
起，案值 8326.61 万元，涉嫌偷逃税
349.42 万元。其中立案调查走私行
为案件47起。

2021 年，呼和浩特海关将组织
开展“国门利剑 2021”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洋垃圾、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疫区冻品以及涉毒、涉枪、涉税
等重点领域、重点渠道走私活动。

重拳出击！
呼和浩特海关
查获各类走私案件7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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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务管理中常提及的
“总分联动”“公个联动”“风公联动”

等也正是印证了棋盘之道，巧妙排兵布阵，
让每个岗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就能实现 1+1>2 的效果。

从中国象棋从中国象棋
看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看现代银行经营管理

客 服 中 心客 服 中 心
保持保持 2424 小时畅小时畅
通通。。 艳艳艳艳 摄摄

锡 林 郭 勒“ 草
原电力轻骑兵”党
员服务队对供电设
备隐患进行检查。

王伟光 摄

财经眼财经眼

内 蒙 古 电 力 集 团 历
来十分重视春节期间各项
安全生产工作，将供电安
全视为重大政治责任和社
会责任，加强组织保障，强
化责任担当，倡议值班、调
度人员就地过年，坚守岗
位。春节期间，内蒙古电
力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全力以赴保障了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
文/本报记者 康丽娜

电力职工通过带电作业消除设备隐患电力职工通过带电作业消除设备隐患。。 赵鑫川赵鑫川 摄摄

电力职工对城区高负荷线路进行红外测温电力职工对城区高负荷线路进行红外测温。。 任慧林任慧林 摄摄

春节保电春节保电 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