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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引导
金融回归本源，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的决策部署，自治区启动政金
企协同金融“保项目、入园区、进
企业、下乡村”行动，引导金融机
构围绕自治区先进制造业、现代
能源、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科技
创新、民营经济、生态环保、对外
开放 8 个重点领域提供全面支
持，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
后一公里”。

两年来，该项行动取得了明
显成效。为总结推广有关经验
和做法，引导全区金融机构凝心
聚力、认真落实全区金融机构座
谈会有关精神，用“乙方思维”优
化服务，用“靶向思维”精准服务，
用“改革思维”创新服务，用“底线
思维”保障服务，自治区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联合内蒙古日报社，
围绕8个重点领域，对金融“保项
目、入园区、进企业、下乡村”行动
取得的成效、亮点、下一步举措进
行集中宣传。力争以点带面，示
范联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本期内容为工商银行内蒙
古分行金融服务自治区先进制
造业。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
加大优质制造业企业中长期融资，是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环光伏”）成立于 2009 年，是
一家主要从事太阳能用硅材料研发、
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应
用于消费类电子、航天航空、光伏发电
等多个领域，出口中国台湾、日韩、欧
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享
有盛誉。特别是光伏单晶研发水平全
球领先，高效 N 型太阳能硅片全球市场
占有率第一，拥有近 70 项专利技术，综
合实力、整体产销规模位列全球前列，
形成了规模化、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中环光伏总经理赵春蕾介绍，在
多晶硅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中环光
伏谋求在单晶硅产品线上实现经营转
型。由于对单晶硅具体制造工艺不甚
了解，国内金融机构对单晶硅市场发
展前景还处于研究与判断阶段，“惧
贷”“慎贷”的情况比较多，中环光伏在
谋求信贷支持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
难。在了解了企业的融资需求和现实
困难之后，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先期

为中环光伏审批发放了一笔 2 亿元流
动资金贷款，帮助企业走出资金紧张
的困境。与此同时，该行多次到中环
光伏调研考察，对硅材料进行学习研
究，进而对单晶硅的工艺技术有了详
细的了解，对未来市场前景也有了较为
清晰的判断。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全
力沟通协调各家金融机构，克服了参贷
行授信条件不同、项目贷款产品不同、
投放时间和综合收益要求不一致等重重
困难，筹组完成29亿元银团贷款并实现
贷款全额投放，有力支持了中环光伏单
晶硅棒及切片产业化工程四期项目的建
设。该行还成立客户专属的多部门联动
营销服务团队，为中环光伏量身定制金
融服务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金融
服务工作，尽职负责、专业高效的职业素
养为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持续
深化银企合作奠定了基础。

未来该行将积极为全区的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和先进制造业提速发展
提供精准服务，努力将更多金融资源
投向更具发展潜力、更有成长活力的
企业，不断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结
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
国之本、兴国之器。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
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
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国务院印发

《中国制造 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
造强国战略，这也是我国实施制造强
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这些重
要论述和政策安排，凸显了党和国家
对于发展制造业、壮大实体经济的决
心和态度。近年来，自治区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动工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制
造业综合实力，制造业发展取得突出
成就。同时也更加关注在自主创新能
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智
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等方面存在
的薄弱环节，坚定不移支持制造业不
断升级和跨越发展。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液，金
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责无旁贷。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可持续发展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一以贯之。同时，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服务提出
了更高要求，如何有效降低制造业融
资成本、丰富和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
促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也是金融支
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作
为全区制造业领域信贷融资第一大金
融机构，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将找准着
力点，瞄准主攻点，聚焦制造业发展的
难点痛点，不断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
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争做支持自
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金融排头兵。

一、强化全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
进一步体现工商银行制造业金融特
色。一是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信贷投放
的精准度，对主业突出、治理优良、负
债率低的优质制造业企业，加大制造
业技术提升支持贷款、中长期循环贷
款等创新产品的推广，加大融资支持
力度，扶持其做精做专，进一步提升金
融服务的适应性。二是通过加大产业
链、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支持，增强对上
下游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的辐射带动，
促进“核心企业不断链、上下游企业不
断流”。三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全周
期及全产品服务，立足高技术客群轻
资产、高成长性等特征，主动创新金融
产品与服务，有针对性地为企业设计

“贷+债+顾+代+租+股”六位一体全口
径投融资方案，为企业与资本市场牵
线搭桥，解决企业“融资”“融智”需求。

二、强化分层服务和扶优帮弱，进

一步体现大行责任。一是聚焦小巨
人、隐形冠军等高新技术企业，探索推
动信用类融资产品创新，尝试与各类
风险补偿基金、私募基金合作，为科技
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提供资金
支持。二是对于出现暂时困难但确有
发展前景的存量优质制造业企业，采
取期限调整、展期、重组、再融资等措
施，帮助其缓释经营压力，不抽贷不断
贷。三是对于坚守实体主业、产品有
市场有前景的企业，灵活运用保理、资
产证券化、售后回租等产品，帮助企业
盘活资产，有效提高融资效率。

三、强化内外联动，进一步体现全
球服务和集团优势。工商银行是全球
大型商业银行之一，我们将依托集团
强大的品牌和国际化优势，做好政府
融资顾问和企业投融资顾问服务；依
托集团强大的优质客户资源和集团统
一授信优势，助力自治区及各盟市政
府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自治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有生力
量；依托工商银行遍布全球的境外机
构和代理行网络布局，有效满足制造
业企业跨境金融服务。通过网银国际
结算和单证业务，进一步提升跨境结
算便利性和客户服务体验；通过跨境
资金集中运营、境外放款、跨境直贷等
特色业务，帮助企业充分整合境内外
市场资源与财务集中管理；通过国际
贸易融资、国内外汇贷款等优势产品，
有效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加大外
汇衍生产品推广力度，培育客户汇率
风险中性理念，适应汇率价格波动，应
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挑战。

四、强化规模配置，进一步支持有
效需求和体现大行担当。近期，我们
专题研究计划未来三年对自治区再增
加信贷规模不低于 1000 亿元，债券投
资不低于 1000 亿元。其中，为制造业
企业设置专项信贷规模，安排不少于
500 亿元的贷款额度。同时匹配专项
优惠利率，为总分行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优质制造业、新能源产业长期贷款
尽量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支持这些
优质企业和项目降本增利。

总 之 ，工 商 银 行 名 字 中 就 带 着
“工”和“商”，我们起家于工商信贷，始
终与工商企业风雨同舟 、携手共进。
我们将密切跟踪研判经济形势变化，
以风雨无阻的担当，以风雨兼程的姿
态，应势而谋，顺势而为，以金融力量
赋能自治区制造业转型发展，谱写自
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锦绣篇章！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

：

坚守金融服务初心

护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19 年,自治区政府组织召开“稳金融、促
发展”政金企对接会，并启动政金企协同金融“保
项目、入园区、进企业、下乡村”行动。工商银行
内蒙古分行积极参与这一行动，作为金融服务全
面支持全区先进制造业板块牵头行，主动作为，大
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出一系列硬核举措，全
力为自治区制造业发展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确立“三个围绕”，前瞻规划布局。围绕国
家战略导向，坚决贯彻落实制造强国和科技强
国战略。该行将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分
别确定为“先进制造业金融服务年”、“制造业
金融服务提升年”、“制造业金融服务深化年”，
坚持每年一个活动主题、每年一个行动方案，
进一步支持重点领域、加强产品创新和加大信
贷资源投入。通过制造业金融系列年活动引
导资金回归实体，将银行的经营发展放在宏观
经济形势及全区发展大势中整体谋划推进。
围绕自治区转型发展方向，以“增量扩面、质效

提升、结构优化”为目标，在先进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两新一重等领域积极布局，扎实
服务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着力
增强服务制造业水平。围绕体制机制优化，
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成立以一把手任组长
的工作专班，组建项目前中后台专业团队，发
挥考评激励的正向引导作用，落实尽职免责
等保护机制，着力构造制造业“敢贷、愿贷、能
贷”的长效机制，切实引导基层加大对制造业
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把握“两个聚焦”，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产
品的带动。聚焦制造业产业重点地区，围绕重
点区域的制造业集群优势和特色，因地制宜确
定目标、配套资源，将金融服务嵌入各盟市产
业发展规划，前三季度该行向呼和浩特市累计
投放制造业贷款 31.58 亿元、向包头市累计投
放制造业贷款 27.93 亿元、向鄂尔多斯市累计
投放制造业贷款 21.24 亿元，以重点区域的精

准突破带动全局协同发展。聚焦重点产品，不
断加大制造业企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的
投放力度。2020 年该行中长期贷款投放额是
2019 年的 2 倍，中长期贷款占制造业贷款余额
比例提升至 83%；对发展潜力大的客户加大信
用贷款投放力度，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信用贷
款余额 78.35 亿元，较年初增加 29.76 亿元。

建立“三个坚持”，突出重点客户和重点客
群的引领。坚持双线发力，围绕智能化、高端
化、绿色化产业发展方向，积极支持专注主业
的企业提高产能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围绕新
兴制造业发展，择优支持新动能培育，重点扶
持掌握核心技术、专注主业、发展前景向好的
潜力客户。坚持双轮驱动，支持核心客户与上
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打造全产业链、全流程的
金融服务。目前，已为 33 户核心企业 23 条产
业链提供精准金融服务，供应链融资余额 85 亿
元。坚持银政联动，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深化

合作，通过产融合作服务全区制造业企业。与
自治区工信厅联合举办“产融合作、政银企对
接”系列活动，分别在乌海市举办精细化工专
场、在包头市举办高端装备制造和稀土新材料
专场、在赤峰市举办高端医药制造专场、在鄂
尔多斯市举办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场，每一场活
动都问计于民、问计于企，聚焦精准解决企业
具体的融资问题，收到了实效。

截至 9 月末，制造业公司贷款余额 271.33
亿元，较年初增长 4.96%；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
加 21 亿元，较年初增长 10.33%；支持制造业客
户超过 500 户，本年度新支持 220 户，较年初增
长 77.46%，均为近年来最好水平。

未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将进一步立
足于新发展阶段，着眼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防控金融风险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服务新
发展格局能力，有效发挥国有大行带头示范
作用，积极助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李峰

前言

筹组 29 亿元银团贷款
助力多晶硅产业转型升级

全力支持重点领域。聚焦自治区“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和“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
主动融入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呼包鄂榆一体化、科技兴
蒙等国家及自治区重大战略，持续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对接重大项目、重
大工程，重点支持基础设施、现代能源、先进
制造业等领域金融需求。前三季度，公司贷
款 较 年 初 增 加 211.63 亿 元 ，同 业 占 比 超 过
40%，稳居同业第一；公司贷款余额 1781.44
亿元，同业占比 28.95%，排名第一。同时高效
完成自治区政府 8 个批次地方政府债承销工
作，承销债券 330 亿元，市场占比 32.52%，同
业排名第一位。

扎实推进普惠金融。积极支持和参与自
治区“种业发展”“奶业振兴”“牧区现代化”
等专项行动，以农业龙头企业为带动，以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为抓手，坚持线上
线下“双轮驱动”，全力服务好城乡联动和乡
村经济。在线上，大力推广 e 抵快贷、数字供
应链和经营快贷，实现增量扩面；在线下，大
力 开 展 特 色 业 务 ，因 地 制 宜 创 新 设 计“ 骆 驼
贷”“育羊贷”等符合地区实际的业务品种，
全面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效。特别是今年以
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针对农牧区开办“工
银兴农贷·兴农快贷”，通过“小额信用、大额
银担”的模式，拓展农村牧区“蓝海”市场；并
为个体经营者开办“商户 e 贷”，作为打开服务
城乡联动的金钥匙。9 月末，农林牧渔以及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等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738.99 亿
元，较年初增加 129.73 亿元，增长 21.18%，同
业领先。银保监口径普惠贷款余额 63.77 亿
元，增幅超过 50%，增量和增速均同业排名第
一。同时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向社会发布工

银“乌兰牧骑”金融服务品牌，坚持把工银“乌
兰牧骑”作为提升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对经
济 强 镇 和 广 大 农 村 牧 区 业 务 辐 射 的 重 要 载
体，助推涉农金融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全面提
升服务县域机构能力。

坚持发展绿色金融。一方面支持有发展
潜力的煤炭、电力、化工等重点企业做强做优，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延伸资源能源产业链，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更加关注清
洁能源、生态农业、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
绿色产业发展情况，加大清洁能源板块信贷投
入，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以
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累计向镶黄旗德斯格
图风电项目、国电电力正蓝旗光伏电站项目、三
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目
等清洁能源项目投放贷款 20 亿元。目前，工商
银行内蒙古分行绿色贷款余额 394.36 亿元，较

年初增加 49 亿元。上半年，绿色贷款增量全金
融机构占比28.95%，排名第一位。

持续加大减费让利。积极支持受疫情影
响企业持续经营，对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及发展前景较好但暂时
受困的民营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通
过展期、续贷、再融资等方式做好融资接续安
排，减轻受困企业负担，2020 年以来累计对涉
及 150 亿元、近 800 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
大中型受困企业开展了延期还本付息，有效缓
解企业压力。同时发挥大行带头示范作用，通
过存量贷款转换，执行利率优惠政策，主动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贷款收
益率和存贷利差近两年逐季下降，低于同业平
均水平，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切实做
到减费于企、让利于民，2020年以来累计为社会
减费让利达 10 亿元以上。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支持的广东珠江投管集团鄂尔
多斯朱家坪 2×660MW 超临界燃煤空冷机组电厂项目。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支持乳制品企业伊利集团转型升级伊利集团转型升级。。

行长谈

（本版文/图均由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提供）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承办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承办““春融春润春融春润””行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行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案例

在金融助力复工复产“春融春润”行动方案发布会上，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李峰接受采访。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李峰走访鄂尔多斯羊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李峰走访内蒙古君正化工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包装车间。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李峰走访北奔重汽集团装配车间。

近 年 来 ，工 商 银 行
内蒙古分行以国有大行
责任担当，围绕自治区
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聚焦建设“两
个屏障”“两个基地”和

“一个桥头堡”，大力推
进 金 融 产 品 和 服 务 创
新，加大信贷投放、下沉
服务重心，全力支持自
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效精准，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挥出大手笔

硬核举措，在护航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展现大作为

争做支持自治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金融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