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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学党史

倾心倾情办实事

汲取智慧开新局
—

—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用心用情用功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实里走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各级党组织坚持
以党的初心使命为切入点来学习党史，深
刻感受党史的历史厚重与精髓要义，努力
学出信仰来、学出信念来、学出信心来。党
委带头学习，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以“坚
定信念”“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忘初
心”为主题进行党史专题学习研讨。开展

“迎百年·学党史·开新局”主题党日活动，
党委班子成员共同赴大青山红色文化公
园，祭奠革命英烈、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内
蒙古革命史》专题党课，深刻领会在党的领
导下内蒙古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
史。开展专题培训，以高级经理以上党员
干部为重点，连续组织三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轮训班。党委书记胡
文勇以“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加快推动内蒙古区分行实现
复兴崛起”为题讲授专题党课。组织党员
领导干部开展“凝望百年、矢志复兴”红色
教育培训，以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
学等多种形式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奋进力量。

丰富教育形式，强化思想引领。抓实
青年教育，举办 2021 年五四青年节活动暨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讲
授主题团课，表彰青年先进。按季度举办青
年读书分享会和青年成长沟通会，关注青年
成长，引导青年建功立业。举办“不忘百年

来时路·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党史知识竞
赛活动，以线上个人赛和线下团体赛相结合
的方式，系统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引导全行
干部员工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奋进新时代的
强大力量。组织“致敬百年”党史微课堂活
动，聚焦 1921-1949 年间党史上的重要事
件、典型人物等，以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故
事为依托，通过身边党员、干部的亲身讲述，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救国救
民之志、谱信仰坚定之歌、传热血奋斗佳
话。举办庆祝建党 100周年表彰大会，对全
行“两优一先”集中表彰，向老党员颁发“光
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激励全体干部员工牢
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多作贡献。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总行党委的部署要求，健全组织、压
实责任、强化督导，有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各项工作。各级党委切实扛起主体责任，
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工作
机构。制定下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
方案，并做好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方案相关内容的融合，同时发送
党史学习教育任务安排表，明确党史学习
教育的时间表、路线图。各级党委结合实

际，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采取巡
回指导、随机抽查、调研访谈、巡听旁听等
方式，抓好对所属党组织学习教育的督促
指导。

各级党组织以党委中心组学习研讨、
举办主题党日活动、赴红色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与党建共建单位联学共建等方式丰
富学习手段，提升学习教育效果。依托“正
北先锋”微信公众号，开辟“党史学习”专
栏，开展线上培训，宣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动态，目前已推出 180 余期，营造出全行党
史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紧密结合内蒙古
地区的实际，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跨境金融、县域金融、消费金融，积极创
新和延伸金融服务，将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惠及更广大的企业和群众。扎实推动解决
好员工对薪酬福利、考核激励、职业发展、
基层减负、身心健康、工作环境、特殊困难
等七大关切，不断提升广大员工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紧密结
合地区实际，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
的成效转化为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回归金融本源，精准浇灌经济
实体。制定实施“36511”信贷发展
规划，加大对自治区两新一重、现
代能源、奶业振兴、先进制造、科技
兴蒙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今年，
累计为自治区 143 个重点项目批
复授信 985 亿元，同比增加 221 亿
元，实现投放 195 亿元，同比增加
56 亿 元 。 为 民 营 企 业 发 放 贷 款
130 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较年初
提高 8.76 个百分点。绿色信贷、奶
业振兴授信余额分别较年初增长
21 亿元、7.64 亿元。成功支持“内
蒙古大中矿业”赴深上市，成为内
蒙古 9 年来首家上市企业。助力
优然牧业赴港上市，成为中国乳业
上游第一股，推动自治区资本市场
发展。创新推出“保险+抵押+监
管+资金闭环”的融资模式，率先在
系统内开展奶牛积极为企业拓宽
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极大地
满足了企业用款需求时效性和便
利性；为奶业产业链 430 多户上下
游客户的牧场建设、饲料种植、奶
牛养殖、农户等提供优惠利率贷
款，全口径授信余额达 44.9 亿元。
立足国际化业务优势，与自治区商
务 厅 等 主 办 2021 年 首 场“ 全 区
RCEP 协定解读及外贸形势分析
和金融服务培训会”，帮助 312 家
参会外贸企业全面了解政策，在国
际市场中寻找发展新空间。

推进普惠金融，全力服务“三
农三牧”。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围绕涉农、科技、绿色
等重点客群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延
伸服务触角，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
盖面，在全区设立 12 家普惠金融
县域专营机构、34 家普惠金融特色
网点。在通辽科左后旗牛业专营
机构，积极推动设立乡村振兴支
行。成为自治区首家金融机构与
农牧厅、财政厅签署高标准农田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支持相关企业 35
家，授信近 1.5 亿元；首创奶牛活体
抵押科技监管系统和银行活体抵
押贷款贷后管理系统，成为中行系
统内首家开展奶牛活体抵押试点
行；创新推出饲草、饲料融资服务方
案，盘活农业资源，解决抵押难题；
创新惠牛贷、兴农贷等涉农贷款产
品，累计投放 7.5 亿元，惠及农牧户
4500 余户。持续助力“天赋河套”
农产品区域品牌走向全国，提供专
属费率减免、手续简化政策和多元
化、全方位金融服务，已对“天赋河
套”品牌授权企业及上下游客户提
供近 8 亿元的授信支持，全力推动
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宣传教育，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紧扣
社会关切，大力开展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聚焦重点，开展有针对性的金
融宣传教育活动。围绕“以人民为
中心、增强金融消费获得感”“权
利·责任·风险”两大主题，组织开
展 2021 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教育宣传周暨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活动。突出“一老”专题，注重加强
老年人权益保护。主动适应老年
群体金融需求，普及银行保险智能
应用知识，增强对电信诈骗、养老
骗局、非法集资等容易给老年人造
成伤害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提示和
宣传，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突出“一少”重点，倡导
青少年理性消费。面向广大市民和
学生家长，倡导理性消费，警惕“校
园贷”陷阱，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普
及个人信息安全及权益保护。各级
机构走进大中小学校开展宣传教
育，讲解“校园贷”的危害及防范对
策等金融知识，积极引导年轻消费
客群树立理性消费观念，提高风险
保障意识。组织动员全辖各经营性
机构，先后多次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组织“整治拒收人民币”宣
传活动，营造全社会自觉维护人民
币 合 法 地 位 的 良 好 氛 围 。 参 加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月”活动，开展“学法用法护
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现场宣传，
增强人民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与内
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
合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送金融服
务进社区”宣传实践活动，宣传普及
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等知
识，切切实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
袋子”。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中国银
行内蒙古分行党委将持续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 100 周年，团结带领全行
干部员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
担当，在应对新形势中开创新局
面，在构建新格局中争创新优势，
在落实新要求中实现新作为。

（王国雄 王玮）

有力有序有效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

笃学笃思笃悟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心里走

3 月 1 日，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财政厅与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三方
共同签署高标准农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就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
设推动落实达成合作共识。

66月月2828日日，，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召开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召开““两优一先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大会，，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行长胡文勇同志向老党员代表颁发了行长胡文勇同志向老党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党光荣在党5050年年””纪念章纪念章。。

66 月月 2222 日上午日上午，，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与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与内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联合举办联合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送金融服务进社区送金融服务进社区””宣传实践活动宣传实践活动。。

66 月月 1717 日日，，由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主办的由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主办的““不不
忘百年来时路忘百年来时路··同心共筑中国梦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党史知识竞主题党史知识竞
赛决赛在自治区分行培训中心成功举办赛决赛在自治区分行培训中心成功举办。。

44 月月 2626 日—日—2929 日日，，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在分行党校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在分行党校
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轮训班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轮训班。。

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百年历史，绽放真理光辉！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百年党史
红色基因，继承百年中行光荣传统，坚守金融报国初心，扎根北疆红色热土，坚决做到与总书记同心、与党中央同向、与
总行战略同频、与地区发展同行，坚决扛起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