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能集团金山热电：
保电供热显担当
领导寄语：
内蒙古能源发电金山热
电 有 限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程海涛
“承担社会责任、
主动服务
民生！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
力，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必将
取得最终胜利!
”

蒙能集团金山热电公司装机总
容量 600兆瓦，是内蒙古西部地区
的重要电力保障，
同时担负着呼和浩
特市 1200万平方米供热及金山开发
区重要工业企业供汽任务。自疫情
发生以来，
该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按照蒙能
集团公司总体要求，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安全生产，为打赢疫情阻
击战和全面复产复工贡献力量。

疫情期间，党政工领导一行到
土左旗政府和金山开发区管委会，
为防疫人员献上爱心，
捐赠了价值近
万元的慰问品。走访慰问了所在地
附近的沟子板和铁旦板两地的防疫
工作者并送上防疫物资，
让风中值守
的防疫工作者感受到了阵阵暖意。
各基层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奋
战在生产一线，志愿者们以实际行
动参与金山管委会所辖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
公司领导带头执行值班制度，
每天召开线上视频会议，值班人员
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全体职工严
于律己，不扎堆，不串岗，自觉配合
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管理人员轮
流在入厂门站岗值班。当前，公司
安全生产局面稳定，经营秩序正常，
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两不误。
金山热电公司 郝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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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战疫 学大教育免费爱心课
教学阵地 坚守岗位停课不停学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大中小学全面停课，开学时间一
再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学
大教育集团总部结合自身线上教
学优势及优质互联网平台，发起
“爱心学”
计划，
为湖北地区各中小
学免费提供在线学习平台和教学资
源平台；
同时，
首次对外开放教学资
源平台，
并于 2月 3日起，
面向全国
中小学提供免费线上直播课程。最
大程度帮助孩子们
“停课不停学，
学习不延期”。
呼和浩特学大教育汲国威总
校长在接到学大总部战略指示后，
第一时间带领团队召开线上紧急
会议，制定疫情期间的紧急预案，
部署线上课程转型工作。汲校长
表示：
“线下停课，
全部启动线上授
课！为了学生，我们有条件要开
课，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开课！
”
斩钉截铁的一句话，
为各部门负责
人和全体教师明确了
“战斗”
方向。
为了迅速开展线上教学，保

障所有学生顺利开课，呼和浩特
学大教育前期团队从大年初二开
始就进入紧急工作状态，积极运
用新媒体工具进行宣传推广；后
期教学教研团队在短短一周内，
全体授课教师实现了对于网络教
学平台从不熟悉到掌握要领，最
后熟练操作。在全体教职员工的
努力下，
线上免费爱心直播课迅速
在呼市地区展开。截至目前，
爱心
课已经为呼和浩特市近 5000名学
生提供课程服务，44名一线教师
主动请缨，积极参与爱心项目，提
供了 118个小时的专题课，
累计参
与学生 2100名。
作为区内领先的个性化教育
机构，呼和浩特学大教育成立十
年来一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履
行社会义务。在这个特殊时刻，
学大教育将联合各校区密切关注
疫情发展动态，及时制订施行校
区防范措施，全力以赴、竭尽所能
为抗击疫情工作提供支持。李贺

助力抗击疫情 践行社会责任
——浙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在行动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
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高度重视、积
极行动，认真贯彻落实地方政府、监
管部门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及金
融服务保障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
务，积极支持疫情防控企业和帮扶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全力做好金融
服务保障工作。
及时开通快捷服务通道
该行制定了疫情期间企业金融
服务工作措施，实行利率优惠定价、
开通业务方案审批绿色通道、简化
业务办理流程、加强线上金融服务
等具体服务措施，切实为企业提供
顺畅、便利、高效金融服务，有效发
挥金融对疫情防控工作和实体经济
的支持作用。
主动对接注入疫情防控资金
在得知鄂尔多斯资源股份公司
生产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资
金需求后，立刻开启绿色通道，多部
门联动全速完成业务审批，顺利投
放 2000万元信贷资金解决企业流
动性需求。此外，累计为 3家涉及

保障城乡运转必需及生产疫情防护
医疗物资企业提供 2.
19亿元金融支
持，全部线上化操作，当天实现放
款。主动联系其他 6家涉及疫情防
控的企业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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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支持包钢集团复工复
产，该行创新性定制北金所债权计
划直接融资方案，通过债券承销+
全额投资的方式，仅用两周时间为
企业募集资金 7亿元，解决了集团
流动性需求,债券票面利率较同期
发行债券降低 1%，有效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为
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专项信贷支持超 10亿元。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该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向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政府捐助医用一次性
口 罩 2000个 ，医 用 一 次 性 手 套
4000副，护目镜 300个，向乌兰察
布市白音查干镇大井村捐赠 25支
医用额温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力量。
肖宇佳

内蒙古农业大学《辅导员说》
——在全区高校率先创新微视频网络思政教育模式

中国人寿财险内蒙古分公司
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助力复工复产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人
寿财险内蒙古分公司积极履行金融
央企的责任担当,最大限度保障客
户权益，在支持抗击疫情和助力复
工复产中积极贡献力量。

◆辅导员吴琼参加《辅导员说》第一期：战疫大考 青春答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
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按照学校
党委统一部署，学生工作部全体
学生工作干部和各学院广大辅导
员、班主任与同学们齐心协力、共
克时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内蒙古农业大学 3月 23日推
出全新网络思政教育栏目《辅导员
说》。通过开通该栏目，辅导员们
化身
“网红”
和
“主播”
，
以系列微视
频的形式，以小事例说大道理，用
贴近学生的语言和视角来开展思

想引领，引导广大学生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
栏目播出后，
受到了全校
师生和家长们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生工作部
部长韩瑞平表示：
“《辅导员说》是
内蒙古农业大学网络思政的全新
模式，以微视频的方式，用辅导员
的声音，回应同学们的关切，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
内蒙古农业大学
的辅导员们通过《辅导员说》等形
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线，
积
极引导广大学生科学对待疫情，
厚
植家国情怀，
激发责任担当。
”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生工作部

9日，公司正式启动 3 15教育宣传
周活动。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助
力疫情防控，以线上教育宣传活动
为主线上服务，利用中国人寿财险
“空中服务”，在线报案、在线理赔、
在线查询、在线道路救，线上无疫，
积极承担金融央企社会责任
安 全 快 捷 。 提 供 95519 和
公司为自治区 90家定点医院医
4008695519双 线 服 务 保 障 ，客 服
护人员无偿提供关爱防控疫情工作人
电话“一拨即通”提供预约投保、咨
员专属保险，
总保额共计 1亿元。累
询、查询、投诉、报案、退保、道路救
计捐款捐物 46.
78万元，捐款 42.
10
援 7 24小时专线服务以及理赔
万元，
捐赠防疫物资价值 4.
68万元。
十项便民服务。
全力维护广大客户切身利益
多措并举助力复工复产
公司落实“三多三少”服务机
公司主动做好疫情期间农牧区
制，优化在线理赔、在线报案、在线
双语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全区 124
查询等多项“免临柜”手机智能服
个服务网点、52个三农保险服务站
务，开通减免手续、预支赔付、疫情
和供销 e家设在农村牧区商店、超
专属绿色理赔通道、在线免费问诊、
市等场所的电子终端设备及线上平
安全教育等特色服务，让客户足不
台进行双语宣传。针对小微企业，
出户即可办理投保、理赔、咨询等多
守护神产品客户进行保期免费延长
项业务。百万安心疗产品免除了 30
一个月的活动安排。
天的观察期，
取消了医院级别限制。
中国人寿财险内蒙古分公司将
积极开展“3 15”消费者权益
强化使命担当，有效履行中管金融
保护宣传周活动
保险企业的政治责任，为打赢疫情
为认真落实银保监局“3 15” 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
国寿财险内蒙古分公司 供稿)
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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