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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迪

奋斗者，正青春！
这是一支年轻的团队：165 名职工中，

35 岁以下青年有 126 人。
这是一支朝气蓬勃、团结奋斗，敢于

吃苦、甘于奉献的团队：从零起步到站
稳脚跟，11 年间，他们一路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10 个营业网点遍布我盟 5 个
旗县市，资产总额突破 50 亿元。并且充
分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先锋队”
作用，立足兴安、服务兴安，在全面助
力乡村振兴、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舞台上，处处涌现着他们勤劳的身影。
累计向我盟投放各类贷款 314.6 亿元，投
放小微企业贷款 285 亿元，缴纳利税 1.94
亿元，金融“春水”绵绵不绝灌溉多彩
兴安，他们就是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
全体职工。

在青春澎湃的五月，春风传来佳讯：
4 月 28 日，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委召
开的“五四”表彰大会上，内蒙古银行
兴安盟分行被授予“自治区直属机关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这是本次
受表彰的 20 个集体中，唯一一家金融机
构。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
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岗、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
服务四星级营业网点、全国金融系统文
化建设先进单位，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
工人先锋号、模范员工之家、敬老文明号、
A 级信用纳税人、兴安盟金融工作综合业
绩突出贡献奖、支持民营企业突出贡献

奖，支持地方经济突出贡献奖、金融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青年文明号……不胜
枚举的荣誉，折射出内蒙古银行兴安盟
分行沉甸甸的奋斗足迹。

问需于企，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如果说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
那么金融就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内蒙古
银行兴安盟分行坚持金融回归本源，立
足本土、服务当地，以“真金白银”大
力支持我盟实体经济发展。

近日，笔者走进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
份有限公司的药品生产车间内，伴随着
机器的轰鸣声，流水线快速高效运转，
工人们正忙着将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
产品“珍珠通络丸”装箱打包，一派繁忙。

从籍籍无名的小药厂发展成为蒙药
工业龙头企业，从年产能 200 吨一跃至
2000 吨，从年销售额 4000 万元飙升至
11 亿元，在奥特奇的逆袭之路上，离不
开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精准高效的金融
扶持。

奥特奇作为鄂尔多斯援兴项目被引荐
进入兴安盟后，得到了内蒙古银行兴安盟
分行的大力支持。“2013 年在公司建设
新厂提产扩能、资金非常紧张之际，内蒙
古银行兴安盟分行为我们投放了 7000 万
元的贷款，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10
年来，累计为我们投放贷款 5.3 亿元，为
推动奥特奇蒙药逐步走出内蒙古、走向全
国和启动上市发挥了重要的金融助力赋能
作用。”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王勇感激地说道。

“疫情期间，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
还通过为企业降息、无还本续息等措施，
帮助我们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资金
压力。同时还通过视频方式，‘不见面’
线上办理融资手续，丝毫没有影响贷款
投放进度，真是我们企业的‘及时雨’

啊！”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的贴心
服务，让他很是感慨。

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奥

特奇蒙药正在拔节生长：全力以
赴推进企业上市，紧锣密鼓筹建

蒙药研发中心。而这只是内蒙古银
行兴安盟分行问需于企，大力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乌兰浩特市鑫洪运屠宰加工责任公司

作为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少
不了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的鼎力相助。

眼看再有两个月就到收羊的旺季，总经
理哈普亮却不再为钱犯愁，内蒙古银行
兴安盟分行的“商贷易”彻底减轻了他
的压力。“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的‘商
贷易’3 年授信，200 万元贷款随取随
用，特别方便！”据哈普亮介绍，内
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已经累计向他
们企业投放了 5000 万元贷款，公
司现在拥有 1 条流水线、30 余名
员工，年屠宰量从成立之初的 2
万只到如今的 5 万只，2021 年销
售额 2000 万元。

据了解，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方面，截至 2021 年末，内蒙古银行
兴安盟分行“两增两控”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 11.65 亿元，同比增长 14.77%；民
营企业贷款余额 36.93 亿元，同比增长
13.14%；涉农涉牧贷款余额 39.32 亿元，
同比增长 7.11%；“两米两牛”贷款余额
10 亿元，同比增长 16.02%，有力支持了
农牧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仓储物流等行业，涵盖棚户区改造、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三农三牧、两米两牛、
旅游产业、科技创新、现代服务、民营
经济、县域经济及百姓消费等领域。

绿色金融，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眼下，正是春耕的好时节，科右
中旗绿之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抢抓农
时，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在科右中
旗高力板镇赛罕塔拉嘎查，一台台播种
机轰鸣作响，耕地、播种、管护……一
幅“春耕画卷”在乡村田野间徐徐展开。

“最近气温回升，天气晴好，我们正
在加紧播种。今年合作社托管耕地面积
24800 亩，由于我们合作社是为农户垫付
资金，所以每年春耕的时候合作社购买
种子、化肥等农资的时候资金都相当紧
张，多亏了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每年
1000 万元的贷款，让我们春天能够顺利
播种！”科右中旗绿之源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副总经理王光跃对笔者说。

据了解，科右中旗绿之源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是一家为农户提供土地托管、田
间管理、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一条龙
服务的合作社，从 2017 年合作社成立到
现在累计服务农户 1400 余户，种植旺季
单日雇佣农民 50 余名，年销售玉米 3

万余吨，辐射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效果
明显。

11 年间，内蒙古银行兴安盟
分行服务过得像这样的合作社、
涉农企业，数不胜数。信贷经理

的足迹，更是遍布兴安盟的乡村原
野。

近年来，围绕支持乡村振兴，内蒙
古银行兴安盟分行积极搭建场景渠道，
全力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创新推出“核心企业 + 粮贸企业”
组合的融资模式，制定了《内蒙古银行
兴安盟分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实施方
案》，针对土地流转、订单农业、农业设施、
畜牧养殖、农机补贴等设计了 10 款信贷
产品。2021 年奶业授信 1.28 亿元，肉业
授信 3 亿元，玉米产业授信 7.8 亿元。

坚守初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长期以来，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

坚持服务为民，把群众的“身
边事”当成自己的“心头事”，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不断提高服务质效、创新服务品牌，
于细微处着手，在创新中破局。创建“青
年文明号”，在营业大厅配备各种便民
设施，为群众上门服务……一桩桩、一
件件，用真心办实事，用真情暖民心，
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走进内蒙古银行兴安盟铁西支行，
映入眼帘的就是温馨舒适的工会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可供休息就餐的桌椅、饮
水机、微波炉、应急药品、工具箱等基
本设施一应俱全，这是 2021 年 8 月该
行与兴安盟工会合作设立的，帮助户外
劳动者解决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等
实际问题，让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
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为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还与兴
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携手开展“政银合
作”，从 2021 年 7 月起铁西支行为群
众提供营业执照代办登记注册服务，并
在营业网点设置征信查询机。

“内蒙古银行这项服务真的太方便
了，近期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综
合平台官方上提交申请后，审核成功后
工作人员告诉我不用去政务服务大厅排
队取件了，直接到铁西支行营业执照自
助打印机上办理就行，不仅不用排队，
中午下班的工夫顺道就打印出来了，分
分钟的事儿，太方便了！”兴安盟爱山
乐水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女
士对这项便民服务赞不绝口。

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年来，
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始终致力于提升
服务质效，进一步满足客户需求，经常
开展为群众上门提供办卡、激活等服务。
“宁可我们职工多跑腿，也要让群众‘少
跑路’，去年支行职工多次利用中午休
息时间深入偏远单位和施工现场，拿着
移动机具现场为工人办理银行卡、指导
他们激活手机银行。而且有年纪大、腿
脚不便的老人，我们也会主动上门办理
业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内蒙古银行兴安盟铁西支行副行长李超
说。

“我是大堂经理，我帮你”“我是客
户经理，我帮你”“我是共青团员，我
帮你”，在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和各
营业网点，志愿服务从未停歇。走访慰
问社区老党员、困难户、困难职工，帮
助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参与环境卫生整
治、创城宣传，进企业、入乡村宣传金
融知识……2021 年，开展各类活动 30 余
次，志愿服务累计达到 120 个小时。

对于内蒙古银行兴安盟分行全体职工
来说，这块沉甸甸的“青年五四奖章”
是荣誉、是肯定，更是激励、是期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