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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政策微课堂

一、失业保险金申领相关规定
（一）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是什么?
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

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 1 年的;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 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也

可先申领失业保险金，后办理失业登记）。
（二）失业保险金申领方式有哪些？
答：1. 失业人员可持身份证或二代社会保

障卡到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申领；
2. 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厅 官 网（http://rst.nmg.gov.cn/nmrsw/）
网上办事大厅中个人办事专栏进行申领；

3.通过内蒙古 12333 手机 APP 进行申领；
4. 通过支付宝、微信电子社保卡服务进行

申领。
二、续发失业保险金相关规定

（一）续发失业保险金条件是什么？
答：自 2019 年 12 月起，延长大龄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
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无需
个人办理，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政策办理。

（二）续发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是怎样规
定的？

答：领取失业保险金超出 24 个月的，按统
筹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发放。

三、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相关规定
（一）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申领条

件是什么？
答：对 2021 年 1 月起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2020 年 12 月为失业保险待遇终止月份）仍未
就业的失业人员、2021 年 1 月 1 日后停保但不
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
放失业补助金。

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后停保的参保不满 1
年的失业农牧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上述政策的保障范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
之后新发生的参保失业人员。

（二）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可通过
哪些方式申领？

答：1. 失业人员可持身份证或二代社会保
障卡到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申领；

2. 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厅 官 网（http://rst.nmg.gov.cn/nmrsw/）
网上办事大厅中个人办事专栏进行申领；

3.通过内蒙古 12333 手机 APP 进行申领；

4. 通过支付宝、微信电子社保卡服务进行
申领。

（三）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发放标
准是如何规定的？

答：失业补助金发放标准按统筹地区第 1-
12 个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80%执行。临时生
活补贴按照统筹地区城市保障平均标准发放。

四、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相关规定
（一）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内容及申请

条件是如何规定的？
答：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

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6%）的控制目
标，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
保职工总数 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裁员率按照企业上年度解除、终止劳动关
系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月平均参保职工
人数比较确定。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
企业按 60%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
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
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

（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申请方式是
什么？

答：符合条件的企业、社会团体等登录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官 网
（http://rst.nmg.gov.cn/nmrsw/）网 上 办 事
大厅中单位办事专栏进行申请。

企业网上申请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和承诺
书即可。

五、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关规定
（一）技能提升补贴政策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参加失业保险

并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企业在职职工。

（二）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是什么？
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职工可以申

领技能提升补贴：
1. 依法参加失业保险且申请期间正常缴

费，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12 个月以上的（执行
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按国家、自治
区相关规定执行。

2. 取得能够在“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
网查询系统”（http://zscx.osta.org.cn）中查
询到的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3. 职工应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进行申领。

（三）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是怎样规定的？

答：初级（五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补贴标准为 1000 元；中级（四级）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补贴标准为
1500 元；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补贴标准为 2000 元。同一职业

（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
升补贴。

（四）技能提升补贴通过什么方式申领？
答：1. 持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到本人失业

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申领，特殊
工种需携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厅 官 网（http://rst.nmg.gov.cn/nmrsw/）
网上办事大厅中个人办事专栏进行申领；

3.通过内蒙古 12333 手机 APP 进行申领。
网办过程中遇到任何疑问，请联系当地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

失业保险业务政策解读

根固于农，业本于农。作为自治区本土
金融机构，内蒙古银行充分发挥地方金融主
力军作用，坚持“服务城乡”的战略定位，主
动融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沉重心，深耕
农牧业领域，充分履行本土金融机构的职责
使命，为自治区农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金融动能。

做好战略规划
领航农牧业金融服务发展方向

内蒙古银行自 1999 年成立以来，一直把
“服务城乡”作为战略定位之一，不断在农村乡
镇地区设立金融服务网点，做农村地区老百姓
的贴心银行。早在 2018 年，为更好推进金融
资源有序流入城镇乡村，融入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内蒙古银行出台了《内蒙古银行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确定了内蒙古银
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步骤。2021
年，从总行层面成立乡村振兴金融部，出台全
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指导意见，协调各个条线
部门，各个分支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引导更
多金融资源支持全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内蒙古银行成立乡村振兴金融部，是我
们坚决履行建行初衷具体体现之一。乡村振
兴是国家的大战略，发展的大方向，更是我们
内蒙古银行为之奋斗的大目标。向下扎根，贴
心暖心服务；向上生长，用情用力担当。我们
要扑下身子，撸起袖子，走进乡镇苏木，走进校
园社区，走进工矿企业。我们从客观实际出

发，以农牧民根本需求为切入点，将产品定位
和服务理念牢牢把握在‘服务更有乡土气、业
务更有烟火气、服务更有人情味’的原则之下，
与客户更亲更近更贴心，始终做内蒙古最接地
气的银行。”内蒙古银行行长刘丰说。

在拓展农牧业金融服务、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上，内蒙古银行与其发起的蒙银村镇银行双
线发力，形成“蒙银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的协同机制。将蒙银村镇银行作为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自身网点优
势，深耕当地农牧产业，加大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支持力度，着力构建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
振兴，企业带头，乡村致富的新局面。截至
2021 年 6 月，内蒙古银行及其发起的村镇银行
在全区的网点数已接近 270 个。

灌注金融“活水”
满足农村牧区信贷资金需求

助力乡村振兴，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农村
牧区是内蒙古银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农牧产
业，2021 年，内蒙古银行设计“百灵兴农卡”

“骏马信用卡”乡村振兴主题卡，专门用于推广
乡村振兴相关优惠活动。同时，出台“乡兴富
民贷”系列产品，突破原有农村乡镇地区贷款
的担保条件、抵押率等限制，通过产品、服务、
流程的创新，精准对接农户、农企的融资需求，
满足各分行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开展乡村振
兴相关金融服务。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内蒙

古银行涉农贷款余额 235.29 亿元，较年初增
加 4.92 亿元，增速 2.13%。涉农贷款占比达到
31.83%。

同时，围绕自治区 2 个千亿级优势产业
（乳业和玉米）和 8 个百亿级特色产业（肉羊、
肉牛、羊绒、马铃薯、小麦、杂粮、向日葵和蔬
菜），逐步完善行业解决方案，提出符合实际，
具有乡土气息的服务模式，着力打造薯业金
融、葵花金融、玉米金融、肉牛金融等新模式。
做大做强个人经营类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乡村振兴专属信用卡、活体牲畜抵押贷
款、农牧民农权贷款、美丽乡村建设贷款、绿色
信贷等信贷产品品牌，兼具一般性的普惠类贷
款和专属性的定制类贷款，构建种类齐全、特
点鲜明的乡村振兴信贷产品“货架”，推动业务
形成“由点及面、层层落地”的稳步推进格局。
开发“乡兴富民贷”系列产品，通过细分农牧业
生产及特色产业链等服务场景，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高素质农民和返乡
创业人员等异质性主体提供多层次、差异化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更好了解全区各地域乡村振兴金融需
求，内蒙古银行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组成课题
组，对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及科左后旗，巴彦淖
尔市五原县进行乡村振兴服务需求调研。通
过对调研区域农牧业需求、农牧民金融需求、
当地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进行了解，提出下一
步内蒙古银行开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指导性
方向。通过调研，按照调研课题中各地区的资
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形成内蒙古银行精准滴灌

服务乡村振兴综合方案，进行乡村振兴服务系
列产品设计，满足全区大部分乡村地区的金融
需求。

发挥特色服务
助力打造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深耕一个旗县，打造一个乡镇，树起一面
旗帜”，这是内蒙古银行实施“十四五”战略规
划，围绕地方优势产业发展特色金融的新思
路，这为该行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和要素禀赋，
因地制宜研发“接地气、特色化”的产品和服务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特色化经营是内蒙古银行长期坚
持的金融服务战略。

2020 年，内蒙古银行在乌兰察布分行试
点开展马铃薯金融，结合当地的特色化农业
产品马铃薯经济优势，通过与当地龙头企业
薯都凯达达成战略合规协议，在金融支持地
方农业龙头企业的同时，通过产业链联系，同
时为链条上下游的企业、合作社、农户提供金
融服务。特别将四子王旗作为金融支农支牧
创新试点地区，印发《内蒙古银行四子王旗金
融支农支牧创新试点方案》，开展整村推进精
准扶贫贷款、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扶贫贷款等
14 种业务模式。采用“金融+种薯+科技+订
单回购”业务模式，以中加公司为核心企业为
其上游种植大户提供信贷支持。截至目前，
内蒙古银行已累计为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投放贷款 11500 万元，上游 2 户

大型合作社和 2 家农业公司投放贷款 8539 万
元。通过对中加种植户贷款发放，直接和间
接带动 800 户低收入家庭年收入增加 1 万元
以上。

2021 年，内蒙古银行在通辽分行、兴安盟
分行推出玉米金融、肉牛金融特色化产品。通
过使用“核心企业+农资企业+保险公司+种植
户模式”“粮贸仓储企业+粮食经纪人模式”

“核心企业+饲草料企业+农牧户模式”等产业
链金融模式，打通地区核心产业链金融支持链
条，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化经济。

“下一步，内蒙古银行计划在通辽分行试
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
模式，将建设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指导
分、支行实现‘搭建一个平台，实现五项功能’
的金融服务目标。”刘丰说。“搭建一个平台”即
各支行建立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在平台搭建
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党建联动”

“授信放贷”“金融知识宣传”“便民服务”“消费
者权益保护”五项功能，一站式解决乡村地区
综合金融服务问题。目前，通辽分行、乌兰察
布分行设立的两个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运行
良好。

内蒙古银行表示：未来将始终秉持“融通
北疆、普惠城乡”的企业使命，继续深耕农牧业
沃土，打造本土金融服务品牌，引导金融活水
更多、更精准地流向广大农村、牧区，努力在支
持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发出蒙银声音，展现蒙银
担当，贡献蒙银力量。

服务乡村振兴 做内蒙古最接地气的银行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满足
北京地区安全用电的主力电厂之一，是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承担着向北京保电的重大政治任务，全面保障华北
电网的用电需求。为缓解因煤炭价格波动，全力保障京
津冀地区电力供应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中国进出口银
行内蒙古分行近期向内蒙古大唐托电公司提供3.3亿元
人民币授信支持，在帮助企业全力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职工队伍稳

定、电力可靠供应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支持自治区先
进环保产业的高速发展。

下一步，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将进一步积
极为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充分
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认真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执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推动火电行
业高质量发展。

（田峰 韩久健）

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
助力内蒙古大唐托电公司稳供应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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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窝里造林，比想象中更艰难。刚

种下的树苗，一阵风过后，或被连根拔起，
或被黄沙掩埋。第一年栽的树苗九成被
毁；又干了一个春天，八成树苗被风沙毁
掉。

“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面对一次次
失败，李桐生不信邪。他和其他技术人员
一起反复试验，终于总结出一套在沙地里
把树种活的办法。“深挖一尺半，湿土把坑
垫，苗正根舒展，反复踩三遍，看正线、对
准点，取土放在迎风面⋯⋯”今年已经 86
岁的李桐生老人，背起他当年编写的植树
造林“顺口溜”，张口就来。“顺口溜”朗朗
上口且易操作，很快成了林场职工种树的
技术指南，再加上先易后难、因地制宜的
植树造林思路——固定沙地采用整地造
林，流动沙地采取乔灌结合，一排排高杆
杨树挡住了流沙，吹来的沙落在了灌木
林，流动的沙子终于被固定住了。

渐渐的，清水河县在李桐生眼里变了
模样：一点一点的绿连成一片一片的绿，一
片一片的绿蔓延成无边无际的绿。到1987
年，南壕赖林场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5 万亩，
阻断了喇嘛湾、宏河镇、五良太三个乡百余
里风沙带的沙源，阻止了黄沙向东南侵蚀。

“早晨太阳还没升起就背着树苗出发
了，晚上天黑洞洞才回去。大家只有一个
信念，就是把树种活。”

“听老辈人讲，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
现在所站的地方，一夜风沙过后，一户人
家的房子被沙子掩埋，不得不搬迁出去。
2002 年我来的时候，这一带还到处能看见
流动半流动沙丘。”在南壕赖林场深处，乔
福成指着眼前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说。

绿树成荫，青嫩滴翠，习习清风扑面
而来，早已捕捉不到当年故事中的影子。
乔福成告诉记者，往西再走几公里便是母
亲河黄河，这无边的绿色早已延伸到了黄
河岸边。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明显好转，
曾经越过黄河不断向东侵蚀的库布其沙
漠逐渐退去。

“人进沙退”的绿色奇迹，清水河人既

是见证者，也是奇迹的创造者。
绿色奇迹的造就，离不开政策春风的

接踵而至——天保工程、三北防护林工
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等相继实施，清水河县确立了“生态立县”
发展战略，奏响接续奋进的最强音。

绿色奇迹的造就，也离不开像乔福成
一样的一代代造林人的艰苦奋斗。2002
年，南壕赖林场第八任场长乔福成走马上
任，他一头扎进沙窝，一干就是 17 年。30
公里外的家半年才能回一次，5 万亩林场
巡一圈要步行走 4 天。职工们生活困难，
他带领大家一起通过育苗提高收入。他
与毁林偷猎者据理力争，精心守护每一抹
绿色，即使后来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他仍
然拄着双拐坚持巡山。

绿色奇迹的造就，更是全体清水河县
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多年来，政府广泛
动员，农牧民、学生、机关干部职工纷纷加
入拯救家园的行动中，向黄沙宣战。植树
造林、恢复植被，清水河的黄土地上到处涌
动着绿色的浪潮。摇铃沟、棒儿山、鹰嘴
山、平顶山、大树沟、范四窑等一系列生态
精品工程遍地开花。“早晨太阳还没升起就
背着树苗出发了，中午干粮就着风沙吃，晚
上天黑洞洞才回去。大家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把树种活。”林场老职工刘虎维回忆。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清水河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中
国生态魅力县城”“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
献先进集体”等诸多荣誉称号。近年来，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
强，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率达到 53%，实
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这其中，就
有清水河人民的卓越贡献。

“过去山上到处是裸露的沙石，现在
山上绿油油，清水河越来越清澈。”

站在石人背生态修复治理工程高高
的瞭望塔上，南山美景尽收眼底——绿茸
茸的“地毯”无限蔓延，成片的林子点缀其
间，让人不由地感叹：真美！

山脚下就是汇入黄河的清水河，清水
河县由此得名。河的南岸，石人背、平顶

山、二路也山、木瓜沟、鹰嘴山、城关北山
六大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串联成片，50 万亩
人工造林绿染南山，构成清水河县中部绿
色屏障带。

“过去山上到处是裸露的沙石，一下
雨大量泥沙进入清水河。现在山上绿油
油，清水河越来越清澈，注入黄河的泥沙
也少了。”护林员郭银良说。

2001 年，清水河县抓住被列为全国退
耕还林试点示范县的机遇，启动实施石人
背生态治理工程。由造林专业队和当地
群众组成的一支支队伍，浩浩荡荡挺进荒
山秃岭，形成植树造林大会战的生动局
面。仅用一年时间，3.8 万亩荒山披上了绿
装。

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清水河县森林保
有量从 5500 亩增加到 131.1 万亩，森林覆
盖率从 0.1%增加到 31.01%，水土流失和
风蚀沙化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森林涵养水
源和保持水土能力增强，每年各条河流输
入黄河泥沙量大幅度减少，风沙阻断公
路、掩埋农田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不仅夏天绿油油，漫山遍野的
油松在冬天也是绿的。以前只见沙蜥、蚂
蚁到处窜，现在经常有野猪、狍子、鹿等野
生动物出没。”吃够风沙之苦的郭银良，爱
极了这漫山遍野的绿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清水河
县正努力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南壕赖林场深处鹿鸣呦呦，宏盛源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依托这片林子发展梅花鹿、绒
山羊、笨鸡养殖，让林子生出了金子；

绿色宝库摇铃沟，山上林草丰茂、遮
天蔽日，沟底泉水叮咚、溪流潺潺，成为旅
游打卡地；

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喇嘛湾镇
贾浪沟村建起了集旅游、休闲、住宿、餐饮
为一体的泉寿湾生态旅游景区，昔日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清水河，河水清。
这片饱经风沙磨难的土地，如今正依

枕着母亲河，把绿色希望装得满满，大步
走在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上。

清水河，河水清

□新华社记者 韩冰

同舟共济，行胜于言。近日，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向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供应的首批新冠疫苗运
抵当地，受到热烈欢迎。中国一如既往地坚定履行将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承诺，一如既往地生动诠释
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在全球疫情反弹蔓延、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的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免疫鸿沟”挑战。中国以切实
行动加速提升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中国疫苗如
同源源不断的“及时雨”，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第
一批疫苗，为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注入中国力量。

亚非拉国家始终是中国疫苗供应优先方向。中国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4 日，中国已向超过 100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 7.7 亿剂疫苗，居全球首位。中国对外
提供的疫苗总量中，超过九成流向亚非拉国家。中方已
向 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疫苗，其中超过三分之
一是非洲国家。中国疫苗援助率先进入阿富汗、叙利亚
等战乱地区。

中国疫苗的重要作用，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在
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说，中国疫苗“是我
们全民接种的主力军”。在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利娅·
塔德塞指出，中国援助的疫苗将极大帮助埃塞早日实现
全国 20%人口接种的目标。在突尼斯，国防部高官费尔

加尼说，中国疫苗在当地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刻抵达，加
速突尼斯疫苗接种进程。

中国不仅对外供应大量疫苗成品，还致力于拓展海
外联合生产，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疫苗生产能力，有效
增加全球疫苗供给。得益于和中国的合作，阿联酋、埃
及、印度尼西亚、巴西已分别成为本地区首个拥有新冠
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书写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崭
新篇章。在前不久举行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上，中
方还宣布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疫
苗，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用于向
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

中国开展疫苗国际合作，不谋求任何政治目的，没
有任何经济利益盘算，也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
唯一的目标，就是让疫苗真正成为世界人民的疫苗，助
力全球早日战胜疫情。约旦作家萨米尔·艾哈迈德说，
中国的行动和主张展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
神。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认为，中国
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推进疫苗国际合
作，为其他国家作出了表率。

疫情没有国界，病毒不分种族。只要有一个国家还
存在疫情，人类就不可能彻底战胜病毒。光靠哪一个国
家，不足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全跨越“免疫鸿沟”。世界
各国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构筑“免疫长城”，才是人类战
胜疫情的唯一正确出路。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有一种“及时雨”是中国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