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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分行“工银乌兰牧骑”服务小分队赴阿荣旗解放村，向
村民推介“兴农通”APP。

▲通辽分行扎鲁特旗支行在为农户办理兴农贷款期间，向农户推
介“兴农通”APP。

▲锡盟分行正蓝旗支行“工银乌兰牧骑”服务小分队赴黄旗嘎查，
完成“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挂牌，并开展“兴农通”APP及普惠金融产
品宣传推广。

推广“兴农通”APP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城乡
联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国有大行金融
科技优势，工商银行总行按照“一点接
入，无界兴农”的服务理念，于2022年1
月 21日面向市场正式推出工银“兴农
通”APP，为“三农”客户提供更加智能
化、人性化数字金融服务，着力提升乡
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面和便利
度，持续完善全面覆盖农村、农业、农民
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实现金融兴
村、兴业、兴民，促进共同富裕。内蒙古
分行积极、有序推进工银“兴农通”APP
试点推广，以其作为深化金融科技赋

能、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将现代
化金融服务通过线上移动方式更精准、
更广泛地下沉至县域乡村,全面提升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服务能力。

工银“兴农通”APP从民生服务、普
惠服务、村务服务和服务点服务四个方
面着力，为“三农”客户打造开展数字化
生产的“新农具”、一站式获取多种金融
与非金融服务的“新超市”、享受政务民
生等各类生态场景服务的“新平台”。
在村务服务方面，工银“兴农通”APP依
托“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面向村委
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等客
群，提供基层党建、移动办公、信息公
开、乡风积分、民主投票等服务。在普
惠服务方面，工银“兴农通”APP面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个体户等客群，
结合兴农撮合等活动，提供“兴农贷”普
惠融资、供应链金融、商贸信息、交易撮
合、产品销售等服务。在民生服务方
面，工银“兴农通”APP面向乡村居民、
回乡养老人员等客群，提供办卡、查询、
缴费、数字人民币、学农技、地方特色场
景等民生服务。

近半年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
工银“兴农通”APP线上村务服务覆盖
全区 43个村集体，线上农产品撮合服
务全区各类涉农、涉牧企业 160家，县
域 乡 村 地 区 个 人 注 册 客 户 近 5000
户。在通辽扎鲁特旗、锡盟正蓝旗、兴
安盟扎赉特旗等地，该行结合广大农
牧民融资需求，创新服务组合营销模

式，依托物理网点、“工银乌兰牧骑”服
务小分队，进一步延伸“兴农贷”普惠
贷款服务范围，通过线上渠道发放普
惠贷款近 400 余笔，金额达到 3300 余
万元，及时有效地支持了当地农牧民
融资需求。

发挥手机银行优势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始终牢记“人
民金融”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资金优
势、专业优势和科技平台优势，主动服
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尝试、不
断探索，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今年6月，自治区政府通过商业
银行柜台渠道，发行“柜台式地方政府
债券”，为自治区市政、公路、保障性住
房、医疗卫生等领域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同时满足自治区广大个人和中小机
构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投资需求。
作为 2022 年度自治区政府“柜台式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承办行，工商银行内
蒙古分行高度重视线上线下发行宣传
推广，通过多专业密切配合、多层级机
构共同努力，认真落实自治区政府地方
债宣传发行工作部署要求，为广大个人
及企业客户提供网点柜面、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多渠道投资通道，并圆满完成
销售任务。地方债发行期间，该行充分
发挥自身手机银行客户覆盖面广、触达
渠道丰富的优势，开展线上集中精准宣
传和客户引流，通过手机银行端弹窗广
告、首页轮播广播等渠道，面向 800万
手机银行客户进行了集中推介，帮助广
大工行手机银行客户及时了解地方债
发售安排，并通过快速交易通道实现线
上认购，引导区内客户共同参与、积极
支持家乡经济建设。

未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将继续
高举“人民金融”旗帜，坚守“人民金融”
本色，围绕“为民、利民、惠民、安民”，练
就服务人民群众的真本领、真能力，着
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流金融生态、
一流金融产品、一流线上金融服务。

［ ］

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坚守“人民金融”本色系列报道

强化金融科技赋能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金融兴邦、利民为要。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秉承“国家所需、金融所能、工行所长”的理念，

突出工行特色、创新赋能、城乡联动、优质服务，着力提升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践行“人民金融”理念，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发挥金融科技平
台优势，通过工银“兴农通”APP、手机银行等线上平台，不断丰富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到河南考察、
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寄予河南

“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的殷切期望。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
南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把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在新征程上不断展现新作为新气象。

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近日公布一则喜讯：今年河
南夏粮总产量762.61亿斤，单产447.25公斤/亩，总产量和
单产再创新高，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其中，小麦总产量762.54亿斤，同比增长0.3%。

“今年全省二等及以上小麦占比达95%以上，其中
一等小麦达到76.3%，是近10年来占比较高的年份。”河
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徐富勇说。

南阳市唐河县种粮大户赵建成流转、托管土地1100多
亩。“扣除成本，今年每亩小麦能挣700多元。”赵建成说，种
粮大有希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扎根农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
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轻重。要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
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河南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持续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河南2012年率先在全国开
展大规模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7580万亩，全
省耕地质量等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强农业技术攻关，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到86%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

在稳定小麦生产的基础上，2016年以来，河南以豫北、
豫中东强筋小麦种植区和豫南弱筋小麦种植区为重点，引
导农民规模连片发展强筋、弱筋小麦。6年时间，河南优质
专用小麦由600万亩发展到1628万亩，占全省小麦面积的
19%。

数据显示，2021年河南粮食总产量为1308.84亿斤，
连续多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河南不仅解决了自身1
亿人的吃饭问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制成品600亿斤左右。

创新发展高端制造

盾构机工艺复杂，长期以来仅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制
备技术。从2008年研发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到接连推出国内最大直径
硬岩盾构机、世界超大断面矩形盾构机、世界首台马蹄形
盾构机……近年来，位于郑州的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持续在盾构机领域刷出新高度，品牌叫响海内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时要求，“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河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深入实施制造业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支持制造业“头雁”企业、单项冠
军企业整合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建设商标品
牌示范基地，培育品牌产业集群。现今，全省已初步形成装备制造、
现代食品2个万亿级及19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宇通客车等一批“老字
号”品牌擦得越来越亮，民权制冷等越来越多的新品牌迅速崛起。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指出，“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主攻方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
制造、智能制造”。

走进平煤神马集团的尼龙产品展厅，映入眼帘的除了各种化工原
料，还有飞机轮胎、高档汽车轮胎、高铁轨距挡板等。作为传统能源化工
国企，该集团近年来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通了从煤焦到尼龙化工、

碳材料、硅材料和氢能等多条煤基产业链。
“我们构建起煤焦、尼龙和新能源新材料三大核心产

业体系，正着力打造千亿级尼龙产业，非煤产业收入已占
全集团80%左右。”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李毛说。

河南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谋篇布局未来产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8300多家、
15100多家。数据显示，河南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突
破千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南近
年来成功研发出全球采高最高液压支架、国内首款无
人驾驶纯电动拖拉机等产品，在高铁轴承、光互连芯
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正
引领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河南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从1.54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总量
稳居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河南虽然不沿边、不靠海，但近年来抓住“一带一
路”建设契机，在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环境等方
面狠下功夫，对外开放呈现新面貌。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加快对外开放提出要求：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7月18日，75175次班列满载1200吨货物，从郑州
圃田站驶往塔什干，中欧班列（郑州）迎来开通9周年。9
年来，中欧班列（郑州）时速从80公里提升到120公里，
形成“7个口岸出入境、16条线路直达”的线路网络，业务
覆盖30多个国家13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6000列。

“班列既给内地老百姓带来丰富的进口商品，也
让河南制造的更多产品卖到国外。”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车务段圃田站站长杨华说。

近年来，河南打造对外开放大通道，重点推动陆
上、空中、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河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四条丝绸之
路建设成效明显，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已连续两年跻
身全球货运机场前40强，跨境电商在全国首创1210
网购保税备货进口模式，2021年全省铁海联运班列
开行达11.2万标箱。

口岸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如今河南已经建成3个
国家一类口岸、9个功能性口岸、6个海关指定监管场
地、5个综合保税区、4个保税物流中心，成为功能性
口岸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内陆省份。

河南自贸试验区创新建设政务、监管、金融、法
律、多式联运等五大服务体系，优化开放环境，累计形
成470多项改革创新成果，商事制度改革、跨境电商、
多式联运等领域制度创新成果斐然。

郑州中原新丝路国际多式联运公司董事长栗亚冰
说，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推行的RCEP企业服务等措施，为企业提供
原产地证书签发、协定关税查询等涉外综合服务，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对外
贸易发展。

据郑州海关统计，河南进出口总值2012年是517.5亿美元，2021年
达1271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从2012年起，河南进出口总
值已连续10年居中部省份第一位，并于2020年跻身全国十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河南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大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在埋头苦干中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新华社郑州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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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产业转型加速“升级”，到底需要输入什么样的“代

码”？
鄂尔多斯在“编程”中，聚焦结构转型，聚力产业升

级，聚效链条延伸，把“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和“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作为“双一号工程”来抓，全面增强产业要
素的吸附力和发展环境的磁场力，让科技创新和人才
引育始终“置顶”于产业布局。

在自治区率先推出“揭榜领题”机制，以深圳为“参
照”，围绕人才引育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精准查找自身短板，
研究制定《“揭榜领题、对标创建”工作行动方案》，明确“清
单”，定时“消单”，确保以一流的机制，变科创、人才的“流
量”为“留量”，最终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量”。

盖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
鄂尔多斯围绕落实“科技兴蒙”行动和“人才鄂尔

多斯”战略，搭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零碳产业园、碳
中和研究院三大“聚才平台”，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坚
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一体推进，创新实施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双倍增”计划，打造头
部企业引领、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配套的科技创新企业群，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70家，培

育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团队116个，吸引集聚创新创业
人才2600余名，构建起“项目＋人才”的优质“滚动式”
循环链。

栽好梧桐树，才有凤凰栖。鄂尔多斯坚持从顶层
设计入手，力推“人才新政30条”，下好引才、育才、用才、
留才、爱才的“一盘棋”，人才发展政策体系不断迭代升
级。每年至少投入1亿元，从购房补贴、生活补贴、奖补资
金等方面，对新引进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最高给予200万
元的资金支持，探索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养老护理员等
新兴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范围。设立专家服务中
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户口迁移、子女就学等“一站式”服
务。建立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制度，在文旅、交通、
医疗保健等领域推出15项便捷服务，持续优化“如鱼得
水、如鸟归林”的一流创新生态。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
科创加人才，正在鄂尔多斯大地发生着能量“裂

变”。
2022年，全市预算安排科技专项资金9.79亿元，同

比增长31.9%。新引进正高级职称紧缺人才68名、硕博
研究生389人。一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落地到生产线，
一批优秀人才在创新精进中为鄂尔多斯形象“代言”。

鄂尔多斯科创人才战略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 张汨汨）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吴谦26日就日本政府通过2022年版《防卫
白皮书》答记者问。他表示，该白皮书涉华内容罔顾事
实、充满偏见，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吴谦说，日方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涉华内容罔
顾事实、充满偏见，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及正常军事
活动说三道四，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制造地区局势紧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
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中国加强国防
和军队建设，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
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历史已经并将继
续证明，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反观日本，不仅不反省汲取历史教训，反而一味拿中国
说事，蓄谋修改和平宪法，大幅增加防卫费，发展进攻
性战力，妄图突破战后国际秩序，这引起包括中国在内
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高度警惕。

吴谦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
干涉。两岸同胞都不会忘记，日本曾以侵略战争手段
强行攫取台湾，殖民统治罪行罄竹难书，对中国人民负
有难以推卸的历史罪责。日方利用《防卫白皮书》插手
台湾问题，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日方在台
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
础，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钓鱼岛海域
巡航执法正当合法，日方无权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一贯尊重和维护各国
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日本不是南
海问题的当事国，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随美起舞、兴风
作浪，是别有用心、不负责任的。中国军队有决心、有能
力、有信心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要求日方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停止以受害
者的伪装混淆国际视听，停止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误言
行，切实以负责任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吴谦说。

国防部：日方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涉华内容罔顾事实、充满偏见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 孙少龙）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6月，全国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1起，批评教育帮
助和处理14422人（包括77名地厅级干部、826名县处
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704人。

根据通报，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4407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7083人。其中，

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
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370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
理5984人。

根据通报，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问题5124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7339人。其中，
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1846起，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964起，违规吃喝问题1190起。

2022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1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