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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内蒙古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自
治区决策部署，坚持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全行
工作的重中之重，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将新发
展理念全面融入工作实践中，推动乡村振兴金
融服务高质量发展，努力做到服务到位、发展可
持续。截至2022年3月31日，农行内蒙古分行
县域贷款余额1296亿元，增量71亿元，增速达
5.81%；2022年3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030
亿元，较年初增加59亿元，增速6.17%。

信贷产品普惠又便捷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西井子

乡灰菜沟村，田间地头时常可以看见师乐和师
璐姐妹俩的身影，由于父亲生病，姐妹俩便回到
家乡创业，一边务农、一边照顾父亲，但扩大生
产面临着缺少资金又没有门路的难题。在姐妹
俩的创业路上，农行商都县支行“流动服务党员
先锋队”主动上门，通过“惠农e贷”，迅速向她
们提供了49万元的信贷资金，生产规模也得以
扩大，当年实现收入40万元，成为当地返乡创
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

“返乡青年创业的信心来自金融支持，没有
农行的主动上门服务，我到现在估计也迈不出

贷款创业这一步。”师乐在获得“巾帼创业带头
人”称号时高兴地说。

长期以来，农行内蒙古分行积极实施体制
机制创新，服务模式转型升级，在“千乡千队、万
村百亿”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基础上，全
力做好支持乡村振兴“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
2.0版的提质升级。截至3月末，向自治区各地
乡镇派驻1425人、346个“农行支持乡村振兴
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共投放贷款1220亿元，
对全区县域乡镇（苏木）、行政村（嘎查）的覆盖
率分别达100%、89.97%；支持了44.45万户农
牧民，着力解决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最后一公
里”问题。

同时，农行内蒙古分行不断加快产品创新，
完善“三农”产品创新体制机制。在创新推出“奶
牛、肉牛活体抵押贷款”的基础上，2021年创新

“奶源基地贷”“草原肉牛贷”等区域特色金融产
品，持续强化服务乡村振兴产品支撑。目前，农
行“惠农e贷”“农民安家贷”等一批千亿级“拳头
产品”，已成为引领农村金融创新的风向标。

信贷投放向重点帮扶县倾斜
正镶白旗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唯一

一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生活在乌兰察布苏
木赛音宝拉格嘎查的宝音德力格从2013年起
就在农行办理农户贷款，是农行的老朋友了。
当时他父亲患有疾病，高额的医疗费让这个中
年人身上的负担持续加重，不得不变卖牲畜。
生活还要继续，为了早日摆脱困境，他向农行申
请了5万元农户小额贷款，购买了50只羊羔，
使他看到了新希望。这50只羊羔在一个生产
周期后，他手里便有了充足的资金，新修了一个
棚圈，还装修了自己的房子。2016年他又向农
行申请了贷款，这次贷款后家里有了新的变化，
增加了10多头牛，30多只羊。

去年12月，在“富民贷”的推荐名单中，农
行“流动服务党员先锋队”看到了宝音德力格这
个熟悉的名字。数九寒天，先锋队队员们奔袭
百余公里来到宝音德力格的家中，一双粗糙的
手暖暖地握住了农行先锋队队员的手。喝着热
腾腾的奶茶，队员们听宝音德力格讲他最近的
需求：女儿上大学了，学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加
之嘎查把他当成了养殖示范户，牲畜经营的规
模越来越大，养殖成本也越来越高，手里的资金
不够了。很快，10万元低息贷款便到了宝音德

力格的账上，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宝音德力格奔
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2021年 10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精准支持脱贫地区农户
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
国农业银行在稳步推进“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
基础上，升级创设“富民贷”产品，在全国160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试点。截至2022年3
月末，农行内蒙古分行在全区共投放“富民贷”
149户、1557万元。

农行内蒙古分行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整体部
署，对接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带
动脱贫人口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特色资源开
发金融支持力度，突出做好脱贫人口和边缘易
致贫人口常态化帮扶服务。截至2022年 3月
31日，10个国家级和5个自治区级重点帮扶县
各项贷款余额298.98亿元，增速7.96%，高出全
行各项贷款增速3.89个百分点。

差异化信贷产品助力特色产业
满山苍翠，芳草茵茵，一群群雪白而矫健的

敏盖白绒山羊游觅其中，成了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光胜村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也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
富民产业。

苏布尔嘎镇光胜村的村民郭丽霞骄傲地
说：“我们的敏盖白绒山羊产绒量高、繁殖率高、
肉质优。是‘温暖全球’的鄂尔多斯羊绒衫的首
选原料。”为了响应国家保护草原生态的号召，
郭丽霞和家人开始舍饲圈养白绒山羊。创业资
金贷款难、融资贵，一直困扰着郭丽霞创业。在
农行实施金融支持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中，郭丽
霞顺利地获得了农行投放的助业贷款，她终于
可以安心地发展生产了。

“现在白绒山羊的饲养量由1000只增加到
了1600只，公司产值也由原来的1000万元上
升到4000万元。农行的贷款给我们解了燃眉
之急，利率还低，还款也没有压力。现在公司还
帮扶带动周边2000多户村民就业，并为村民免
费提供白绒山羊交易市场场地。”郭丽霞介绍。

农行内蒙古分行始终坚持以产业帮扶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服务“三
农”和乡村振兴的责任与使命，积极利用惠农贷
款探索金融支持产业帮扶有效途径，助力农户增
收致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鲁娜 王雅韬）

信贷投放有重点 金融普惠出实招
——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姚子云 郭杰文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2日在江
西省井冈山市神山村考察时，来到左秀
发家。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了左秀发。

【情景回放】
那一天，正是南方小年，多日的雨

雪，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格外寒冷，
进村的道路有些湿滑。一大早，村民左
秀发把客厅的火盆烧旺，用木甑蒸好糯
米，准备打糍粑。

上午时分，村口热闹起来。听说习
近平总书记要来，左秀发不敢相信，“从
山脚到神山村，都有近百里的山路，这么
大的领导咋来这‘穷山沟’”。从干部口
中得到肯定的答案，左秀发念叨着：“神

山村真是有福气，我一辈子都没出过山，
总书记竟然亲自来看我们。”

在左秀发家门口的空坪，习近平总
书记看到村民正在打糍粑，饶有兴致地
参与进来。

打完糍粑，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左秀发
家，参观了他家的竹筒雕刻，对一家人立
足本地资源、依靠竹木加工增收脱贫的做
法给予肯定，祝他们生产的竹筒畅销。

习近平总书记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
开，村民们聚集到村口，齐声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总书记同乡亲们握手，向乡
亲们拜年。他对乡亲们说，我们党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
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

【左秀发心声】
我今年71岁，一晃眼六年过去了，

但是当时的情景还在眼前。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给了我们很

大的信心。有政府的帮助，我们神山村
人也有股不服输的劲，建起了黄桃基地、
茶叶基地、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
公厕……原来窄窄的进山路拓宽到 5
米。几年前，这里除了拖毛竹的货车，没
人愿来，转眼间，现在每天来的游客比村
里人都多。

总书记来后第二年，不仅是村里，整
个井冈山都脱了贫，电视上说我们是全
国首个脱贫摘帽县。越来越多的人家门
口，停放着小汽车。家里的变化也很
大。房子也改建了，之前黑乎乎，现在亮
堂堂，家里就有了水厕。拧一下水龙头，
自来水哗啦啦地就流出来了。

村子里人气越来越旺，我就打电话
给在外打工的儿子，让他回村发展。如
今，靠打理家里的糍粑生意、做些竹木工
艺品，他一年能挣10多万元，比在外面
打工强。

我想把这些年的变化告诉总书记，
现在是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之前神仙都没有办法改变的穷山沟，现
在过上了神仙日子。

（新华社南昌4月17日电）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新华社北京4月 1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就
《办法》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办法》出台的背
景和意义。

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强调要保持严的基调，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并狠
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
改。

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规定》对督察整改作了原
则规定。为进一步推进督察整改工作
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督察整改工作
长效机制，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督察整改管理闭环，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办公室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
改完善，起草形成《办法》稿。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2022年1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办法》。

印发实施《办法》，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迫切需要，
是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
保障，是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制度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推动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落实，把党
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部署要求更好
落到实处。

问：《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办法》共6章 26条。第一章

“总则”规定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
围、工作原则等。第二章“职责分工”
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省级党委和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在督察整改中的职责。第三章

“工作程序”规定整改方案编制报批、
整改实施、验收销号、定期报告和对外
公开等。第四章“监督保障”规定清单
化管理、定期调度、盯办抽查、跟踪报
道等，并明确针对督察整改不力的，可
以采取通报、督导、约谈和专项督察等
措施。第五章“纪律要求”规定督察整
改纪律及相关要求。第六章“附则”规
定解释机关和施行时间。

问：《办法》对于督察整改的工作
原则有何要求？

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主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坚持系统
观念，突出标本兼治，把生态环境保护
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相结合，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三是坚持严的基调，敢于动
真碰硬，坚决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
改；四是坚持精准科学，实事求是、依
规依法推进整改落实。

问：《办法》是如何设置职责分工
的？

答：明确职责分工，是做好督察整
改的基础前提。《办法》规定，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指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负责调度督促；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各司其责，推动问题解决。在省
级层面，省级党委和政府是督察整改
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同志是督察整
改的第一责任人；省级党委和政府还
要建立督察整改领导机制，研究部署、
统筹协调、督促推动督察整改工作。

问：《办法》对督察整改工作程序
作出怎样的规定？

答：规范工作程序，是督察整改有
序推进的重要保证。《办法》规范了督
察整改工作的程序和要求，以解决目
前整改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同时对已经实践检验、成熟有效的工
作流程予以固化。一是督察整改方案
编制报批。省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编制
督察整改方案，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二是督察整改实施。整改实施主
体按照督察整改方案开展整改工作。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作为重
要内容。省级督察整改领导机制督促
有关地方、部门严格落实整改任务及
措施，做好对督察进驻期间人民群众
举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调查处理。三
是验收销号。已完成的督察整改任务
应进行验收销号。若整改任务已落实
整改措施并达到整改目标，经验收、公
示后可予以销号。四是定期报告和对
外公开。各省（区、市）应定期向党中
央、国务院报告督察整改有关情况，重
要情况及时报告。各省（区、市）、督察
整改实施主体均应定期公开督察整改
情况。

问：《办法》明确了哪些监督保障
措施？

答：加强监督保障，是推进解决督
察整改发现问题的有力举措。《办法》
明确了清单化管理、定期调度、盯办抽
查、跟踪报道等工作要求，并规定对督
察整改不力的视情采取通报、督导、约
谈、专项督察和移交问责等措施。一
是清单化管理和定期调度。督察整改
实施台账管理，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公室制定重点督察整改任务、
全口径督察整改任务和共性问题三类
清单，定期调度有关情况。二是盯办
抽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组织对重点督察整改任务开展现场盯
办，适时对督察整改情况开展现场抽
查。各省（区、市）对督察整改落实情
况开展现场检查抽查。三是跟踪报
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会
同有关单位组织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督
察期间发布的典型案例整改情况，并
对整改中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
进行公开曝光。四是通报、督导、约
谈、专项督察。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视情对督察整改不
力的进行通报、督导、公开约谈或专项
督察；对在督察整改中失职失责问题
突出或因督察整改不力造成严重不良
影响的，按照有关程序移交移送，由有
管理权限的机关和部门进行追责问
责。五是正向激励。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办公室对整改成效突出的，及
时形成正面典型案例并进行宣传，发
挥激励先进、交流工作、引领带动作
用。

问：请您谈谈如何抓好《办法》的
贯彻落实。

答：督察整改是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的重要环节，是检验督察工作成效
的重要标志。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
认真贯彻执行《办法》各项规定，确保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部
署要求落到实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公室将组织开展督察培训，指
导督促各地、有关中央企业准确把握
督察整改方案编制、整改实施、督促检
查、验收销号、定期报告和对外公开等
工作要求。做好宣传工作，进一步营
造精准科学、依规依法推进督察整改
工作的氛围。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
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

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4月 17 日电 （记者
刘夏村）记者 17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自 4月中旬至 6月底，国务院安委
会组织 16 个综合检查组，对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进行综合督

导，并同步开展国务院 2021年度省级
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及
国务院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考核。

据介绍，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
督导将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落实情况，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真正树牢夯实安全发展理念，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面排查治理各类
重大风险隐患，深入查找短板弱项，重
拳出击打击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改
进和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近期

事故多发势头。
同时，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将按照国

务院安委会印发的年度考核要点，通过
多种方式核准查实存在的突出问题，对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年度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作出准确评价。

国务院安委会组织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导和考核巡查工作

新华社北京 4月 17 日电 （记者
李恒）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等五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职
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通知
要求有效落实“防、治、管、教、建”五字策
略，强化党委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个人四方责任，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职业健康意识，有效提高劳动者健康水
平。

据悉，2022年 4月25日至5月1日
是第20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一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通知指出，鉴于近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复杂，今年宣传周活动采
用线上活动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原则上不举办大规模的线下活
动，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可结合防疫
要求，适当开展线下宣传活动。各地
要紧密结合实际，围绕《职业病防治
法》颁布实施 20周年、贯彻实施《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2025年）》、推
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等内容开展宣传
活动。

通知要求，通过广泛开展系列宣传
教育活动，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进一步
推动落实劳动者、用人单位和政府有关
部门的责任，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职业
病防治的浓厚氛围，切实增强广大劳动
者的职业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与健康同行！
五部门发文要求

增强社会
职业健康意识

新华社北京 4月 17 日电 （记者
宋晨 张泉）记者 17日从国新办举行
的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展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以后，初步计划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
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将长期在轨
驻留，我国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
地月空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介绍，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以后，工程将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
用与发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

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
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
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
和维护。

郝淳表示，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
合能力和技术水平，还将研制新一代载
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其中，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
船的返回舱都可以实现重复使用。新
一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得到了大幅提
升，可以搭载 7名航天员，另外它的上
行和下行载荷能力也得到大幅度提

升。同时，我国正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
扩展舱段，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
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
条件。

此外，空间站这十年以上的应用与
发展阶段还将利用空间站舱内安排的
科学实验柜和舱外大型载荷设施，开展
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
验。主要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
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
科学、航天新技术等众多领域。

郝淳透露，计划明年发射我国首个

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
测，将在宇宙结构形成和演化、暗物质
和暗能量、系外行星与太阳系天体等方
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有望取得一批新
成果。

“在进行空间站研制建设的同时，
我们也开展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
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我相信，在不远
的将来，中华民族千年来嫦娥奔月、蟾
宫折桂的神话梦想将会成为现实。”郝
淳说，中国载人航天将会从近地空间走
向地月空间，进而迈向深空。

我国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间 航天员将长期在轨驻留

4月17日，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社区发展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入驻超市，承担分拣配货等工作。4月2日起，上海市
奉贤区陆续开设了400余家抗疫期间的“特别版”便民超市——“满天星”，作为保障居民生活物资供应的枢纽。“满天星”便利超
市以“居民下单、商超配单、志愿者送单”的形式，同时发动全区的“百支服务队、万名志愿者”，担任“星掌柜”“星骑兵”“星小二”
等，解决居民“最后1公里”“最后100米”的配送难题。 新华社发

上海奉贤：“满天星”便利超市保障居民生活物资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