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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巴彦淖尔分行五原县支行信
贷员来到五原县农副产品购销部苗经理家，介
绍“流水贷”产品及减费让利政策。

▲邮储银行包头市分行固阳县支行客户
经理回访养羊大户，了解羊羔销售情况，并现
场介绍减费让利政策。

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践行国有大行
社会责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
重要决策部署，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立
足自治区经济金融形势，全面落实上级工作
部署，对标对表监管要求，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落实减费让利、惠企利民政策，积极行
动助力实体中小微企业发展。

强化统筹和组织保障
确保降费政策有效落地

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高度重视支付服务
减费让利落实工作，坚守“支付为民”初心，第
一时间成立了支付服务降费让利工作小组，
明确行领导亲抓亲管，指定专人负责降费具
体工作，指导辖属二级分行、支行网点推动降
费政策不折不扣执行；区分行不断完善内部
机制建设，强化考核引导，在综合经营绩效考
核中，至上而下贯穿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导向，
设置服务价格管理情况指标，重点考核分支
行支付服务减费让利政策落实情况和服务价
格管理行为规范情况，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政
策落地。同时加强成本激励，全额满足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经济资本需求；深化经济资
本计量差异化政策，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经济资本调节系数为97%。

广泛开展政策培训宣传
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

对内强化政策培训和传导，分支行开展
多维度降费政策内部培训，确保优惠政策入
脑入心。通过人员培训、政策宣传、自查监督
检查，多措并举，促进服务水平提升，增强金
融消费者受众面，切实助力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参训人员多达4000余人。区分行及盟市
分行责任部门牵头组织开展多次专项具体业
务培训，网点层面日常组织晨会、夕会形式持
续深入巩固降费政策学习与掌握，确保惠企
利民政策不跑偏、不走样、不滞后。对外创新
宣传方式，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在充分披
露服务价格信息的基础上，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政策宣传。建立“集
中+常态化”的宣传机制，以“支付降费 让利
于民”“我为群众办实事 支付降费见实效”为
宣传主题。线下，通过营业机构LED屏循环
播放降费标语，在营业大厅摆放宣传折页和
海报、张贴公告，以及人员走进企业、社区、学
校、农贸市场、园区和商圈等方式进行减费让

利宣传，全方位提升客户触达效果。线上，通
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渠道扩
大宣传覆盖面，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市场主体对政策应知尽知，不断扩大降
费政策的社会影响力。

多措施巩固降费成效
为企减负让利于民

拓宽支付降费范围、惠及更多客户。邮

储银行内蒙古分行按照《关于降低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和《关
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
的倡议书》的要求，针对银行账户管理、票
据业务、境内对公转账汇款、电子银行、银
行卡刷卡收单等方面收费给予减免的同
时，积极主动拓展优惠政策范围，将减费
让利政策向纵深推进，及时推出“公司客
户免收支票手续费”“小微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询证函手续费 5 折优惠”“个人客户
免收境内借记卡 ATM 跨行取现手续费”
等多项特色减免措施，减轻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经营成本压力，惠及更多客户。
截至2022年 6月末，全辖累计向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让利支付手续费323万元，惠及
客户1.8万余户。

坚持应降尽降，科学合理开展客户身份
识别。精准滴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收
费减免，实现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身
份自动识别、划型，自动给予优惠减免计
算，对于无法准确界定的对公客户，秉持

“应降尽降、应免尽免”原则，全部按照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免标准执行，有效
提升客户获得感。

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进行政策纠偏。邮
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制定了统一的降费专项
自查检查方案，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上下
联动，组织各级监督力量加强监督检查，形
成自查、检查工作机制，深入查找政策落实
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及时发现不合规问题，
防止政策执行打折、走样。

下阶段，邮储银行内蒙古分行将在履行
已有减费让利措施的基础上，继续严格落
实好国家、自治区各项降费政策要求，积极
响应行业倡议，坚持惠企利民服务实体经
济的初心，着力推动减费让利政策走深走
实，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减负纾困，将减费让
利措施触达到更多的客户，为更多中小微
企业输送金融活水，全面营造惠企利民的
良好营商环境。同时，积极探索服务实体
经济的新路径，让利惠民，更好实现金融与
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大
减费让利力度，助力实体企业发展。

▲邮储银行巴彦淖尔分行信贷员走村入户邮储银行巴彦淖尔分行信贷员走村入户，，一次性完成信用户调查审核流程一次性完成信用户调查审核流程，，实现实现““到到
家家””服务服务。。

▲邮储银行兴安盟分行网点员工为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详细解读减费政策。

▲邮储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信贷员在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贷前调查邮储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信贷员在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贷前调查，，目前目前
已为该公司发放科技信用贷款已为该公司发放科技信用贷款10001000万元万元。。

邮 储 银 行 内 蒙 古 分 行

减费让利在行动 惠民利企暖民心

连日来，多国友好组织和人士致函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或通过其他方式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予以严厉谴责，一致认为这一行径严重违
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
和平稳定。这些友好组织和人士一致重申坚定支持一
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采取的必要反制措施。

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的挑衅行为

意大利中国友好关系协会主席玛利亚·莫莱尼
表示，该协会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一行径
表示强烈谴责。美国不仅给亚洲制造问题，也给全
世界制造巨大麻烦。佩洛西的举动危害地区稳定，
充分显示出美国政治中存在的乱象。

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发表题为《对中国的挑衅，
危及世界和平》的声明，表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危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佩洛西为“台独”分裂势力打气撑腰，绝不是小事，更不
应该当作个人私事。

萨尔瓦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马努埃尔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和抗议佩洛西窜访，认为这一行径是对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践踏
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斯里兰卡中国协会执行主席吉尼斯·德席尔瓦强
烈反对和谴责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德席尔瓦表
示，美方错误行径是对中方的公然挑衅，不仅违反了联
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也违反了国际社会普遍
认可和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

加纳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本杰明表示，佩洛西窜
访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违背。美国应尊重中
国核心利益，不应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

印度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卡纳塔克邦印中友协

主席巴斯卡兰代表印中友协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及美
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他强调，美国控制全世界的图
谋不会得逞。

太平洋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安东尼·莱昂撰文说，
佩洛西窜访违背了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展现了美国外交的丑陋嘴脸，以及对其他国家主权
的公然漠视。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会主席阿德南·阿克菲拉
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窜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美国再次向世界表明它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国家。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批评佩洛西窜访对地区
安全局势的危害，指出窜访不会改变中国实现统一这
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梅利尼科夫在俄国家杜
马官方网站发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指出佩洛西
窜访是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是美方破坏全球局势
稳定的又一例证。

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发表声明，重申阿拉
伯人民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一切利用台湾问题破坏
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图谋和挑衅行为。

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表示，泰中友好协
会和泰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副会长蔡百山撰文指出，佩洛
西窜访违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了
全球和平稳定，国际社会绝不接受。

突尼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热巴利发表声明，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任何国家都
不会允许别国肆意侵犯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佩洛西窜访将对中美关系造成破坏，也将对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造成损害。

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格里什克维奇撰文
批评佩洛西窜访，并表示白俄罗斯坚定支持一个中国
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

尼加拉瓜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梅尔卡多表示，坚定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佩洛西窜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干涉中国内政。

坚决支持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斯中友协
坚决支持中国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美国及“台独”分
子必须意识到，中国完全统一不可阻挡。

斯里兰卡中国社会文化合作协会主席英德拉南
德·阿贝塞克拉强烈反对和谴责佩洛西窜访，表示斯中
社会文化合作协会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支持中国早日实现统一。

佛得角与中国友好协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并强烈
谴责美方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反对任何侵犯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坚
定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行动。

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海德尔·鲁拜伊发表声
明，对佩洛西窜访表达强烈愤慨，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该协会支
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希夫尼接受采访时表
示，佩洛西窜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向“台独”分裂
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人为制造不稳定因素，这是不可接
受的，中国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摩洛哥中国友好交流协会会长哈利勒表示，佩洛
西窜访将对台海地区稳定造成严重后果，该协会对此
表示强烈谴责，并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多国友好组织和人士谴责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 表示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
化联合演训。这是战机正在进行编队飞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京 8月 8 日电 （记者
李秉宣 韩学扬）8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
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
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战区海军多艘驱护舰和多型多架
战机、多个岸导火力单元，在战区统一
指挥下，按照“战训一致、体系用兵”的
要求，重点组织了联合反潜演练。由反

潜巡逻机、水面舰艇、舰载反潜直升机
组成的联合反潜作战编组在目标区域
组网建链，协同展开对潜搜索、模拟攻
击、综合防抗等演练。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某机组
空中战术指挥长张晓珅说：“我们与多
兵种联合构建海空一体反潜作战体系，
搜索的广度、深度、精度得到有效加
强。”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
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 温馨）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8日指出，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是清晰、明
确的，其适用是普遍的、无条件的、不容置疑的。妄图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治和国际秩序，必将遭到国
际社会共同反对，不会得逞。

针对美澳日外长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三国
“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汪文斌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
组成部分，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所确认，也是

中国和有关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联
合国秘书处官方法律意见也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
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

“个别国家给一个中国原则加上各种前缀、后缀，
试图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是非法、无效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说。

汪文斌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是清晰、明确
的，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一个中国原则的适用是普遍的、无条件的、不容
置疑的，所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所有联合

国会员国都应当无条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联
大第 2758 号决议。“个别国家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一
个中国原则的歪读曲解，本质上是在挑战国际法基
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在挑战二战后的
国际秩序。”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汪文斌说，奉劝个
别国家好好读读历史，恪守当年作出的白纸黑字的
郑重承诺，深刻认识背信弃义、为“台独”势力张目的
危险性和危害性。“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挑战国
际法治和国际秩序，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不会得逞。”

外交部发言人：一个中国原则的适用是普遍的、无条件的、不容置疑的

新华社北京8月 8日电 由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合
作编辑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
批文献集，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是一
套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的权威文献资料
集。这次出版的首批文献集主要包括
1921年至1927年期间党的重要文献，
共12卷，430余万字，建党以前形成的
部分重要文献以“附编”收入第 1 卷
中。首批出版的这些重要文献，全面系
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
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反映了先进的
中国人选择科学理论、确立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思想脉络；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革命
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探索，以及为实现民
族复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这些重要

文献，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筹建和
创立的艰辛路程，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程中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的尖
锐交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初
心、担当使命的光辉历程，记录了中国
共产党不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
社会革命的壮阔历史，同时也呈现了中
国共产党逐步形成并坚定践行的伟大
建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的编
辑出版，将有助于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
历史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心，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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