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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实行民办学校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

新华社呼和浩特 1月 11日电（记
者 董璐）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近日发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社
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进民办学校
分类管理改革，对民办学校（含民办幼
儿园、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实行非营利
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
内蒙古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
不得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营利性民
办学校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办

学结余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分配，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不取得办学
收益，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此外，
举办者可自主选择举办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对自主选
择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
依法依规实行分类登记。
内蒙古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社会力
量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要求各级人民
政府完善制度政策，
在政府补贴、
政府购
买服务、
基金奖励、
捐资激励、
土地划拨、
税

费减免等方面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
扶持，
也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公共
服务需求，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及税收优惠
等方式对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支持。
为保证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
稳有序推进，内蒙古对 2017年 9月 1
日前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设置过渡期
限，通过政策引导，原则上由举办者在
2023年 8月 31日前自愿做出非营利
性或营利性选择，过渡期内没有做出
选择的，将默认为非营利性学校。

阿尔山林区人的新生活

1月9日，
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的郑晓
林在鹿园饲养梅花鹿。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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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郑晓林从
林业部门下岗之后，
开始养殖鹿、
野猪。现
在，他的特色养殖园让 6名林区下岗职工
再就业，每年还为 2
4户贫困户分红。
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地处大兴安岭脊
中段。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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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尔山实行国有林场全面停伐，
“靠林吃林”
的老路不能走了。近年来，
阿尔山
市实施产业突围，
逐步建设绿色生态林业城
市。随着旅游业、
手工艺品加工业、
特色养殖
业等产业不断兴起，
阿尔山市过去的伐木工人
再就业，
变为护林员、
养殖户、
特色手工艺品制
作人，
过上了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刘磊摄

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党支部：树三面旗帜 争当育人先锋
◇全媒体记者 冯程程

本报讯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第五
中学学校党支部以“尊重”为核心，以
“厚重”为底色,按照“人文管理，质量
立校，发展特色，创建品牌”的工作思
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模范带头作用，紧紧围绕“ 树旗帜
当先锋”这一目标任务，树立创建过硬
班子团队、创建一流教师团队、构建一
流服务体系三面旗帜，广泛开展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活动。
该校党支部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做
到“四到位”、
“五创新”、
“六个一”，即：
工作部署到位，检查指导到位，处理问
题到位，分析总结到位；教育思想有创
新，组织管理有创新，教育教学有创
新，教育科研有创新，现代教育技术运
用有创新；所有业务领导每人教一门

课，每天听一节课，每周参加一次本学
科教研活动和集体备课，每月做一次
教学常规检查，每学期开展一次业务
讲座或上一节示范课，每学期读 1-2
本教育专著，撰写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以自觉学习，加强团结,勤政务实,廉
洁自律为准则，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始终将“优化高效生本课堂，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开展“一
考二导三规范”工程和教学管理“四优
化”，来提高党员教师自身的专业素
养，发挥模范引领作用。通过开展“微
课制作大赛”，
“党员十大名师，十佳班
主任教育教学风采展示”
、
“十佳优秀党
员评选”
、
“五中联盟校党员承诺践诺评
诺”
签字仪式、援助四生、农村支教等活
动，将党员身份真正亮了出来，在教育
教学工作中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

中国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举行呼伦贝尔市
俄罗斯卢布、蒙古图格里克现钞兑换启动仪式
近日，
中国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举
行呼伦贝尔市俄罗斯卢布、蒙古图格里
克现钞兑换启动仪式，
并成功办理了海
拉尔区首笔卢布现钞兑换业务。
中国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始终践
行
“担当社会责任，
做最好的银行”
的经
营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具有国际、国内
两大服务渠道及多元化的经营优势，
积
极进取、主动作为，
推动业务不断创新，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为地方经济
发展与便捷金融环境的建设持续贡献
力量。此次成功举行呼伦贝尔市俄罗
斯卢布、蒙古图格里克现钞兑换启动仪
式，
是中国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在区分
行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
依托中国
银行在百年历程中积累的丰富外币结
算管理专业经验，成功解决权限审批、
现金缴调等一个又一个问题，
克服了汇
率风险、利率亏损等一个又一个困难，

最终使卢布、蒙图现钞兑换业务在我行
成功落地，
为中、俄、蒙客户带来极大的
便利和实惠，促进了呼伦贝尔市与俄、
蒙的商贸往来，为呼伦贝尔市融入“一
带一路”
发展战略和呼伦贝尔市的开发
开放带来新的机遇。
人民币与俄罗斯卢布、蒙古图格里
克现钞兑换业务在中行呼伦贝尔市分
行的成功落地，
使我行可办理兑换的外
币多达 25种，是中国银行呼伦贝尔市
分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满足涉外经济
需求的重要举措，
对规范地区金融市场
秩序，
加快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
同时也为边贸客户和居民旅
游提供极大的便利，
进一步推动了呼伦
贝尔市与俄、蒙两国的边贸发展和地区
经济的
繁荣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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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内蒙古电梯应急处置中心
解救被困乘客 2
2
1
3人

每天每万台电梯
发生 1.
4起困人事件
◇全媒体记者 冯程程 通讯员 高云

本报讯 11日，记者从自治区质
监局特检院了解到，根据内蒙古质监
局特检院“96116”电梯应急处置中心
平台数据统计，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内蒙古电梯应急处置中心共接到
应急处置电话 1287起。其中，电梯
困人救援电话 973起，解困乘客 2213
人，市民咨询电话 21起，市民投诉电
话 16起，电梯故障电话 261起，误报
电话 16起，平均每天每万台电梯发
生困人事件 1.
4起。973起困人事件
中，由于非电梯自身故障原因（如生
活垃圾、停电和用户操作不当等）造
成的困人事件 795起，电梯自身故障
造成的困人事件 178起，电梯应急处
置中心启用一级响应（直接通知维保
单位救援）967起，二级响应（动用救
援站救援）6起。
据悉，呼和浩特市电梯应急事件
处置量较高的场所是住宅、办公场
所、商业和医院，其中住宅小区电梯
故障居首位：困人 581起，办公场所
134起，商场、宾馆、文娱场所 213起，
学校 31起，
医院 14起。

工行连续八年获评最具社会责任企业
近日，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十三
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 2017
责任企业评选结果在京揭晓，
连续第八
年获评
“年度责任企业”
荣誉称号。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工行 5年来
累计向实体经济投放贷款 50多万亿
元，2017年，工行积极支持国计民生重
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组建普
惠金融事业部，加大对小微企业、
“三
农”
“双创”、精准扶贫等领域的金融供
给，是国内首家小微贷款余额超过 2万
亿元的商业银行。
在倡导绿色金融方面，工行积极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要求，加快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模式，
运用多元化金融服务支持绿色产业
发展。
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方面，
工行坚持以发展回报股东、成就员工、
贡献社会。5年来通过分红和上缴所
得税累计为国家创造近万亿元的价值
回报，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连 续 十 年 获 评“ 中 国 大 学 生 最 佳 雇
主”，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目前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约 1100亿元。

责任承载价值
兴业银行荣获
“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近日，由新华网、中国社科院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第十届
“中国社会责任公益盛典”
在北京
举行，
现场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
鉴（2017
）
》和年度社会责任榜单，
兴业银
行凭借企业社会责任在
“战略性”
“实质
性”
“ 创新性”
“ 延展性”四大维度上的
出色表现，
荣获
“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
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和绿色
金融的领军者，兴业银行发挥现代综
合金融服务集团优势，服务实体经济，
聚焦绿色金融、小微“双创”、
“ 三农”、
养老金融、精准扶贫等，不断完善普惠
金 融 服 务 体 系 。 截 至 2017年 10月
末，该行已累计为 13583家企业和项
目提供绿色金融融资 13824亿元，适

用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共 343笔，所
涉项目总投资 14627亿元。该行大力
搭建“银银平台”，通过科技融合增加
三四线城市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
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供给，合作客户
达 1282家；在精准扶贫领域，该行创
新打造“产业扶贫”等五大体系，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达 40亿元，比年初增长
27.
96%。此外，该行近三年来累计向
社会捐赠资金超过 1.
2亿元。以捐资
助学为例，仅通过
福建省慈善总会
即 累 计 捐 赠 2000
万元“兴业慈善助
学 金 ”，受 助 贫 困
学子达 500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