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2日，在四师六十二团霍城大街
的一家名为“幸福西饼屋”的蛋糕店内，图
尔贡·阿依正忙着制作各式西饼，她对笔者
说，她的蛋糕店就是开启她幸福生活大门
的钥匙。

今年46岁的图尔贡·阿依是六十二团
的一名普通妇女，开蛋糕店前，
她一个人在家照看3个还在上

学的孩子和两位年迈的
老人。

2016年底，六
十二团光明社区党
支部书记周涛来到

图尔贡·阿
依 家 走 访
时，品尝了

她亲手制作的少数民族特色糕点，周涛一
边惊讶于她的手艺，一边为她出门创业出
谋划策。

“社区书记帮我联系了一家蛋糕店，我
去那家店当学徒，当时一个月还有1800元
的工资。”图尔贡·阿依在光明社区党支部
的帮助下，在一家蛋糕店学习各种糕点的
制作技艺和店铺的运营管理。

2017年春天，六十二团党委拿出200
万元贴息贷款，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创业，图
尔贡·阿依在该团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成功申请到了10万元的贴息贷
款，并在社区的帮助下找到了合适的门面，
不久，她就将自己的蛋糕店开了起来，并取
名为“幸福西饼屋”。

“党的政策太好了，帮助我走出家门创

业，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还为家里增添
了一笔不错的收入。”图尔贡·阿依高兴地
说道。

笔者看到，前来购买她家手工糕点的
顾客络绎不绝。“她家的店铺干净卫生，糕
点种类丰富、味道纯正，我们经常过来购
买。”六十二团机关工作人员董学刚说。

图尔贡·阿依的结对认亲户李燕是一
名小学教师，她为图尔贡·阿依的蛋糕店也
操了不少心。

2019年，在李燕的建议和帮助下，图尔
贡·阿依重新对店面进行了装修升级，舒适
敞亮的环境，加上图尔贡·阿依的好手艺，
蛋糕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每个月的毛收入近
7000元。

“今年，因为疫情，蛋糕店的生意也受到

一定影响。但是团党委给我们这些个体户
都进行了补贴，我相信，只要肯干，就会过
上好日子。”图尔贡·阿依信心十足地说道。

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和推
进，给六十二团三产服务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六十二团党委把做大做强
三产服务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方向，
不断拓宽服务业发展路径和产业布局，打
造多元化、集群化发展新优势。

同时，六十二团党委大力宣传党和
国家的优惠政策，转变职工群众创业就
业观念，鼓励各族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到
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创业就业中，提
高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今年，六十
二团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6亿元。

秋高气爽，兵团各企业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四
师可克达拉市创锦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锦棉
业）门口，一辆辆货车有序排队拉货；十二师九鼎农产
品批发市场内，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等码放齐整，供
客商选择；北屯额河草原食品有限公司的一袋袋牛肉
干“走”下生产线，“盛装”亮相……依靠金融助力送来
的“给养”，兵团企业呈现勃勃生机。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兵团以“非
常之举”解“燃眉之急”，出台一条条金融
新政策、新举措，力挺企业渡难关。金融系
统主动担当、创新作为，劲吹金融“春风”，推出
新政策、新产品、新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力度，护航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为兵团统筹推
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兵团持续加大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金融扶持力度

畅通金融活水 激活实体经济
●兵团日报实习记者 朱丹丹 记者 禚艺

10月11日，位于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
疆极限天霖纺织有限公司毛巾车间内，工人在生产线上认真工
作。今年以来，铁门关经开区全面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开展纾难
解困帮扶活动，紧盯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破难点、补断点、通“堵点”，认
真落实企业社保减免、就业奖补、减税降费等政策，并协调多家金融机构为企业
授信（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助推各生产企业实现全面复工复产、达
产达销达效。 西木 摄

“只要肯干，就会过上好日子”
●赵爽 吴海维

二师铁门关市民营经济
发展步入快车道

兵团日报铁门关10月14日讯（驻二师记者
站 栗卫平）“二师铁门关市关心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把各项惠企政策落实到位，真心实意为企业
纾难解困。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已完成全年生产
销售任务，实现销售收入5000余万元、利润600
余万元。”10月10日，新疆天湖农科种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黄斌说。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进一步重视优化营
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在市场准入、审
批许可、经营运行等方面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加公
平的竞争环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完善对企服务
体系，最大限度简化审批程序，按照“非禁即入”原
则，不设置任何门槛限制；深化“互联网+政务服
务”，实现涉企政策“一站式”网上发布，无纸全程
电子化登记全面推行，公司登记“零跑动”；企业开
办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企业登记注册环节压
缩至1个工作日。

据了解，该师市还对符合条件的11家民营企
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188人、49万余元，为267家
符合条件的企业落实稳岗补贴共计287.76万元；
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共计减免税款868.17万
元；指导帮助7家民营企业申请兵团支持南疆师
市工业发展奖励资金3649.43万元；师市本级科
技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实施的项目8项，支持资金
185万元。

据了解，1月至8月，该师市民间固定资产投
资 23.61 亿元，占该师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
41%；实现非公经济税收10580万元，占税收总额
的67%；该师市民营规上工业企业61家，完成工
业产值同比增长16.6%，占该师市规上工业企业
工业产值的78.8%。

九鼎市场日均果蔬供应量近5000吨

交易忙 消费旺
兵团日报乌鲁木齐10月14日讯（驻十二师

记者站 冯晓玲） 9月30日清晨，新疆九鼎农产
品批发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九鼎市场）里早已车
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顾客尽情采购货品。随
着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九鼎市场各类货品交易量持续增
长，日均果蔬供应量近5000吨。

九鼎市场水果经销商邵薇说，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后，店铺里水果达到50余种，日均水果交易
量增长了10倍，日销售额达到100余万元。“以前
有七八个工人，现在货量大，忙不过来，工人数量
增加一倍，随着全面复工复产，我们对经济复苏
充满信心。”邵薇说。

果品交易市场火爆的同时，蔬菜市场也在快
速升温。九鼎市场里每天汇集着从全国各地运
来的100余种新鲜蔬菜。“辣子从天津运来的，有
机花菜兰州运来的，黄瓜从山东运来的……每天
销量在80吨左右，比之前增加了一倍多。”看到市
场里越来越多的客商，九鼎蔬菜市场经销商郭连
营高兴地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恢复经营，我们
也正在组织货源，加大销售力度。”

九鼎市场作为全疆最大的一级批发市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始终保证果品、蔬菜市
场供应充足，市场交易量正快速提升。“我们正在
积极对接产地，进行直采直供，确保市场货品供
应充足。”九鼎市场蔬菜市场党支部书记刘光明
说，在确保充足供应的基础上，九鼎农产品检测
中心每天都会对进场的菜品进行严格抽样检测，
确保安全供应。

10月9日，客户到奎屯国民村镇银行办理金融业
务，该银行工作人员（左）耐心为其讲解业务办理流
程。 岳薇薇 摄

“金融帮扶真的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我们复工复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10月12日，北屯额河草原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严高
勇说。

疫情期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投放的
3000万元贷款到账，这给北屯额河草原食品有限公司
送来一颗“定心丸”，发放工资、采购原材料等都有了保
障。

“线上签约，快速到账，真是方便极了！”严高勇说，
“同时，我们还享受到了贷款贴息政策。”

细微之处见真情，这笔贴息贷款满足了北屯额河草
原食品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资金需求。如今，该公司
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呈现在人们面前。

截至8月，北屯额河草原食品有限公司累计向北屯
辖区供应肉制品400余吨，保障了辖区居民正常生活物
资所需。

为保障小微企业资金链畅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
行“双通道”保障，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设立兵团服务
信贷小组。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简化业
务办理流程，保证贷款项目随到随审随批，执行优惠利
率，高效满足兵团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税银通”“交易快贷”“云电
贷”等30余种线上金融产品。信用贷款免抵押，重
信用，轻担保，线上申请线上发放，缓解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造线上
平台，让银企双方不见面就能完成“买卖”，运用
大数据技术为企业精准“画像”，让金融机
构获得全面、真实、准确的涉企数据，保障
信息交流畅通，促进银企在线上实现
智能化对接，实现“一键融资”。

金融机构的一系列“减负”措施
逐步落地，打破了不少企业的
资金“瓶颈”，加速了企业
复工复产进程。截至
8月，兵团辖内小微企
业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442亿元。

“用最快的时间批到了低利率的贷款资金，让我们保
障了全市的电力供应。”10月12日，新疆锦龙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龙电力）总会计师沈峰告诉记者。

疫情防控期间，锦龙电力收到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奎屯市支行的3亿元城乡一体化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七
师胡杨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以及春耕备耕期间的供电保
障和外购电资金需求。

锦龙电力在疫情防控期间被指定为七师胡杨河市
重点电力保障企业，供电范围涉及七师胡杨河市和奎屯
市14万户家庭供暖、周边10个农牧团场220万亩农田
用电。

这笔优惠贷款的及时发放，不仅保证了企业正常运
转，也保障了七师胡杨市及奎屯市群众的正常生产生
活，还为电力企业抗疫助春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
撑。

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像锦龙电力一样
遭遇了暂时困难，现金流减少，亟须金融“输血供氧”。

兵团各师市金融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银行、保险行
业纷纷行动，及时掌握企业信息，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为
企业提供金融良方，调配专职人员，建立“绿色通道”，简
化审批流程，提高审贷效率，切实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
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

截至8月，各金融机构向兵团108家疫情防控重点
企业提供信贷支持621笔，共171.43亿元。

创锦棉业作为四师可克达拉市的棉麻骨干企业，主
要经营棉花、麻类、籽棉收购，麻类加工，机械销售等，企
业下辖6个轧花厂，棉麻收购范围覆盖南北疆多个区
域。当下，创锦棉业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然
而在前段时间，该企业还在为缺少资金而发愁。

“棉花收获季节，棉花收购迫在眉睫，由于疫情影响
和回款不及时等问题，公司出现阶段性资金困难。公司
有8000吨皮棉订单，却没资金购买原材料。”创锦棉业副
总经理刘丽君回忆道，四师可克达拉市相关部门了解情
况后，联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伊犁州分行与创锦棉业进
行对接，开辟绿色通道，为企业投放低息贷款9500万元，
用于支持企业棉花收购。

有了9500万元流动资金，创锦棉业很快开始棉花收
购工作，在加快复工复产的同时解决了棉农卖棉问题。截
至九月，创锦棉业已收购5000余吨棉花，企业订单已完成
大半。“政策带着温度，我们咋能没干劲？”刘丽君说。

企业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的重要环节，兵团金
融监管局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桥梁纽带作
用，推动银政企信息交流和对接，积极与辖属兵团企业进
行对接，积极协调信贷资源，帮助企业达工、达产、达销、

达效。
一条条畅通和优化金融服务的“绿色通道”，简

化了业务流程，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为经济平稳
有序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今年，兵团各金融机构通过实行优惠利
率、豁免罚息等方式，积极为兵团辖内企业减
负。此外，所有审批采用线上办理，并简化审

批流程，为企业赢得更
多时间。

截至8月末，兵团
辖内企业在各金融机
构表内外信贷余额
2100亿元，各金融机构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期
间坚决不抽贷、压贷、
断贷要求，为各企业协
调续贷224.81亿元。

展现担当，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精准对接，
重点支持疫情防控相关企业

用心用情，
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一师阿拉尔市新增
各类市场主体2147户

阿拉尔10月 14日讯（通讯员 江珊 马羽
翔）“电子营业执照的推行，大大节约了我们办
事的时间和成本，方便了企业办事。”10月12日，
阿拉尔市天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游洪
国欣喜地说。今年截至目前，一师阿拉尔市新增
各类市场主体2147户，新增注册资本54.02亿
元。

市场主体是青山，留住他们就赢得未来。市
场主体的活跃度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今年，
一师阿拉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落实政企联动机
制，与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尔兵团分行达成业务代
办合作协议，委托其在师域各网点就近免费为群
众线上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业务，让各团镇居
民在创业投资经营活动中，真正实现“就近办”“多
点办”“简约办”。

今年，一师阿拉尔市大力推动“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全覆盖，以企业开办“一件事”为标准，在办
理营业执照的同时，及时跟进生产经营许可相关
服务，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该师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积极探索，优化办事环节，在食品经营、药
械经营、执业药师注册等许可登记事项推行“网上
办、零见面”，截至目前，一师阿拉尔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受理审核各类网上登记业务1260户次，网上
业务受理占总业务量的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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