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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为深入践行野喜迎二十大尧忠诚
保平安冶主题实践活动和野公安心向党尧
护航新征程冶主题宣传活动袁5月 13日
上午袁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举
办了野习语金句冶主题书法作品展活动遥
活动中袁全体民警尧辅警踊跃参与尧大展
身手袁彰显了锡林浩特市公安队伍朝气
蓬勃尧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袁充分展现
了公安民警心向党的本色初衷和使命
担当遥 渊苏强 张益伟冤

姻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的反诈
骗意识袁近日袁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伊敏
公安分局滨河治安派出所组织民警深
入伊敏河镇伊敏煤电公司尧加油站等重
点行业尧场所开展反电诈宣传活动遥 活
动期间袁民警详细讲解了近期高发的电
信诈骗典型案例袁指导群众下载和使用
野国家反诈中心冶APP袁营造了全民反诈
的良好氛围遥 渊王彦利冤

姻5月 9日袁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察右后旗大队严查农村面包车
交通违法行为遥 行动中袁大队以农村乡
镇主干线尧城乡结合道路主要路口为整
治重点路段袁 重点查处面包车超员超
速尧非法改装尧非法营运尧酒后驾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袁确保辖区道路交通秩
序持续安全稳定遥 渊乔学东冤

姻近日袁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卓资县大队民警走进机关事业单位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遥民警重点讲解

了酒驾醉驾尧分心驾驶尧疲劳驾驶尧驾乘
车不系安全带尧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
头盔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袁
倡导大家带动家人尧朋友共同维护良好
的道路交通秩序袁为营造和谐畅通的道
路交通环境发挥表率作用遥 渊石辉冤

姻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丰
镇市大队深入推进校园野护学岗冶工作袁
确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安全
稳定遥该大队加大对接送学生车辆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袁 严厉查处超员超载尧
使用不符合规定和存在安全隐患的车
辆接送学生等严重违法行为袁有效净化
了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环境袁保障了广
大师生的出行安全遥 渊何华林冤

姻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袁5月 16日袁 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玉泉区大队民
警走进辖区美通市场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遥民警面对面向群众和商户讲解
了酒后驾驶尧无牌无证尧超员超载等违
法行为的危害袁 营造了人人知法守法尧
自觉文明出行的宣传氛围遥 渊王志海冤

姻为切实增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责任感尧紧迫感袁近日袁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玉泉区大队大队长包宝
德深入辖区开展调研袁督导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交通保畅工作袁就做好文明城市
交通秩序整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渊张静冤

经营稳中向好 提升服务质效
金谷农商银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服务

金谷农商银行作为根植内蒙古自治
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本土农信金融机
构袁在呼市设有 21 家一级支行袁在包头
市设有 1家分行袁 共有 107个营业网点
和 115个助农金融服务点袁 是呼市地区
网点数量最多尧 服务范围最广的地方性
金融机构袁 同时在全国发起设立 8家村
镇银行遥到 2021年末袁该行资产规模 727
亿元袁负债规模 659亿元袁各项存款 506
亿元袁各项贷款 370亿元袁五级不良贷款
率 2.13%袁较年初下降 0.17个百分点袁不
良贷款实现野双降冶曰净利润 3.78 亿元袁
资本充足率 14.99% 袁 拨备覆盖率
172.99%袁 主要核心指标均符合监管要
求袁资产尧负债尧收入尧利润在全区农信系
统中均排名首位袁2016年和 2017年两次
被评为全国农商银行标杆银行遥 自 2014
年改制成为股份制农商银行以来袁 该行
累计交纳各项税费超过 23亿元遥

一直以来袁 该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尧 自治区党委及监管部门的各项工作
部署袁在自治区联社的坚强领导下袁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袁聚焦主责主业尧
下沉服务重心尧专注服务当地袁统筹抓好
稳增长尧促改革尧防风险尧调结构尧惠民生
等各项工作袁持续加大地方实体经济袁特
别是三农小微与个体工商户等市场微观
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袁 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服务遥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全力服务地方经济

该行坚守支农支小战略定位袁 持续
开展野整村授信冶野春天行动冶野丰收行动冶
等专项工作袁启动野走百村尧访千企尧进万
户 2.0冶工程袁组织开展零售类贷款竞赛
活动袁 出台服务乡村振兴 42条举措袁研
发推出了野活畜抵押贷冶野进城快贷冶等专

属信贷产品袁推进农村集体野三资监督管
理平台冶项目建设袁关心关注野新市民冶金
融需求袁 积极探索进城务工农牧民金融
服务模式袁 率先发起成立了全区首家农
牧民工金融服务中心遥 2021年袁该行累
计投放各类贷款 435.8亿元袁 较 2020年
多投放 65亿元袁增幅 17.5%遥全口径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达到 162.23亿元袁 较年初
新增 17.76 亿元袁 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82.3%曰涉农贷款余额 75.82亿元袁较年初
新增 6.31亿元袁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30%袁
增幅 9%遥 零售转型再上新台阶袁零售贷
款较年初新增 22.85亿元袁 增幅 21.3%袁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4.67个百分点袁
余额占比 37.49%袁较年初上升 4.54个百
分点袁 零售贷款增长速度与增长额创历
史新高遥 2021年袁该行被呼和浩特市政
府授予金融机构考核二等奖袁 服务实体
经济成效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遥

做好野六稳冶野六保冶工作
支持小微企业共克时艰

该行认真落实野六稳冶野六保冶政策袁
加大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力度袁帮助小微企业克服疫
情影响遥 贯彻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袁
积极开展中小微企业阶段性延期还本付
息工作袁提前与小微企业客户确定到期还
款方式袁采取续贷尧展期尧借新还旧等方式
进行延期还本付息袁灵活设定延期贷款的
结息方式袁协商制定分期还款计划袁帮助
小微企业缓解还款压力曰出台金融支持稳
增长和稳企纾困行动方案袁以帮助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尧
稳定经济增长为主线袁以野送政策尧优服
务尧助纾困尧促发展冶为主要内容袁让各项
金融优惠政策和创新服务举措及时惠及
市场主体袁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尧恢复元气袁

着力稳定地方经济增长遥 自 2020年疫情
发生以来袁该行累计办理延期还本付息贷
款 120余亿元袁累计投放普惠小微信用贷
款近 13亿元遥

此外袁 该行切实践行金融企业社会
责任袁积极助力地方疫情防控工作袁自新
冠疫情发生以来袁该行开展了多频次尧多
种形式的捐款捐物活动袁2020年以来通
过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捐款 150万元专
项用于支持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工作遥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质效显著提升

该行坚持从政治大局和发展全局上
认识把握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
现实紧迫性袁制定了叶加强党建引领助力
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曳袁从六个方面出
台了 28条具体措施袁着力在野优流程尧减
环节尧压时限尧降成本尧提服务尧改作风冶
上下功夫遥 畅通申贷渠道袁全面推行野阳
光信贷冶模式,通过设置公示栏尧加入客
户微信群尧发放业务联系卡等方式袁持续
扩大信息沟通渠道 曰 全面推广使用
CRM尧PAD移动办贷尧 手机全流程办贷
等渠道业务系统袁 自主研发推出云端金
融 APP袁研发上线信贷云智能审批系统袁
提升线上服务能力和信贷审批效率曰持
续加大减费让利实施力度袁 有效降低小
微企业财务成本袁2021年末各项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较年初下降 0.34个百分点袁
较 2020年初下降 0.63个百分点袁自疫情
发生以来袁 该行累计为客户减免贷款利
息支出 1.64 亿元曰精简各类收费袁累计
减免各类手续费近 7000万元遥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精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该行全面梳理各项指标袁 按月做好

监测督导反馈袁注重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尧
全面性尧预见性和针对性遥创新资本补充
工具袁优化资本结构袁2021年成功发行 5
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袁 成为全区首
家发行此类债券的金融机构曰 加强利率
管理袁提升差异化定价能力袁积极应对利
差持续收窄对利润的影响袁 主动压降高
息存款 13亿元曰加强预算管理和成本管
控袁合理控制各项开支袁实现开源节流袁
降本增效目标遥

启动上市辅导工作
上市进程不断加速

该行于 2021年 9 月与中信证券签
署了上市辅导协议袁 正式启动上市辅导
工作袁 成为全区首家筹备上市的本土法
人金融机构袁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政策支
持袁 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回应袁 通过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现场核
查和自治区上市后备企业可行性现场评
审会评审袁 正式进入全区上市企业后备
资源库袁上市各项工作持续稳步推进遥同
时袁该行对标上市银行标准袁进一步完善
公司治理尧内控管理尧机构设置尧制度建
设尧薪酬体系袁全面优化信贷业务流程袁
提升队伍能力素质袁不断补齐短板袁夯实
发展基础遥

今后袁 金谷农商银行将继续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袁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尧监管
部门与自治区联社的工作要求袁 围绕服
务实体经济尧防范金融风险尧深化金融改
革三大任务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
对标上市银行标准袁坚守战略定位袁保持
战略定力袁加快战略转型袁稳步推进上市
进程袁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尧优化营商环
境尧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遥

渊姚谐平冤

5月 17日上午袁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回民区大队组织志愿者在
辖区开展以野一盔一带尧安全常在冶为主题的宣传劝导活动遥 志愿者在民警的
带领下袁通过向广大交通参与者发放宣传手册尧摆放展板尧悬挂条幅等形式袁
劝导交通参与者出行时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袁 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
律法规袁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张景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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