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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农商银行积极行动，及时推出多项举措，携手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共抗疫情。多家农商银行开辟绿色通道、单列
专项额度，加大对疫情防控所需药品、防护用品及相关物资保障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更快、更好地满足重点企业资金需求，为抗击疫情贡献金融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贵州
福泉农商银行深入全辖
了解防疫物资企业，当
了解到贵州福仙缘服装
有限公司缺少生产经营
资金后，该行党委立即
作出部署，仅用半天时
间便完成了贷款授信调
查、审批、发放等工作，
当天发放信用贷款30万
元，并将信贷资金送到企
业手中，成功解决了该企
业的资金难题。图为该
行员工正在加急做贷款
资料。 杨晓芳 贾 欢 图片新闻

连日来，安徽阜阳颍泉农商银行时刻关注疫情进展，多措并举做好金融服务，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该行董事长张治斌主动上门了解企业的金融服务需
求，在得知目前安徽金牛药械股份有限公司日产口罩 20万只，后续还将加大生
产，但面临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张情况后，该行立即行动、现场办公，为企业追加
授信600万元，用于支持企业后续生产。图为调研现场。 陈 昊 贾东东

近日，湖南浏阳农商银行坚决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疫
情防控指示精神，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金融服务保障，用“速度”诠释农商银
行的责任与担当。

据悉，该行主动支持本地防护用
品生产企业长沙芙蓉口罩厂和湖南雅
恒腾飞轻钢房屋有限公司援建武汉火
神山医院。当获悉湖南雅恒腾飞轻钢
房屋有限公司正在参与武汉火神山医
院搭建轻钢病房100间援建工作时，浏
阳农商银行秉承“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的原则，开辟绿色金融通道，简化
贷款发放流程，畅通支付结算渠道，第
一时间为该公司制定“一对一”的专属
金融服务方案，急速向该公司贷款900
万元，助该公司能够火速赶往武汉搭

建火神山医院；长沙芙蓉口罩厂被省
政府列入省重点联系企业，为尽快满
足疫情防控需要，目前该企业正在集
中力量生产医用口罩，日均生产KN95
型口罩1.5万个，一次性无纺布口罩20
余万个。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浏阳农
商银行主动与长沙芙蓉口罩厂联系，
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及时掌握企业原
材料采购及信贷需求，主动为企业生
产提供信贷支持。

该行向当地卫生系统专开绿色通
道金融服务，为帮助解决疫情防控工作
中消毒、防护用品紧缺等问题，浏阳农
商银行主动对接市卫健局，对基层卫生
系统授信1.5亿元，疫情期间对5家基层
卫生院新投放贷款800万元，用于医疗
物资采购。 李宽军 成依潇 胡圣涛

浏阳农商银行制定“一对一”金融服务方案

助力企业援建武汉火神山医院

“特事特办、随到随办”，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是新疆伊犁农商银行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手段。近日，在得知当地康之源连锁药业营业款无法正常清
运至营业网点后，该行立即成立“绿色服务”小组，由营业部委派会计、综合柜员两
人上门逐笔清点营业款269笔、合计金额87.24万元，开立专柜实时汇入了康之源
连锁药业对公账户，为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了有效金融保障。图为该行员工正在
为企业清点营业款。 何文思 王 楠

凤阳农商银行

支持防疫企业扩大生产
近日，安徽凤阳农商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童永华，来到凤阳洁宏无纺
布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节后恢复
生产和贷后资金使用情况，并走访慰
问坚守岗位的企业职工。

据了解，凤阳洁宏无纺布制品有
限公司，专业从事一次性手术衣、防护
服等产品的生产，新年伊始，全国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人心，该
企业积极响应当地党委政府号召，提
前开工，加班加点赶制用于防疫的防
护用品。面对疫情，凤阳农商银行主
动了解企业资金需求，一企一策提供
金融服务方案，在 1月 21日向该企业
发放续贷贷款600万元的基础上，根据
企业后续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材料采
购的增加等资金需求，又为企业追加
授信，确保企业持续正常生产。目前
该企业总授额信达1400万元。李守智

库尔勒农商银行

保障企业采购抗疫物资
2月7日，新疆库尔勒农商银行发

放 100万元专项贷款，用于支持库尔
勒辉诺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采购口
罩及防护服等用品抗击疫情。

通过深入了解，该企业目前急缺防
疫物资采购资金，在依法合规的前提
下，库尔勒农商银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创新放款审查机制，利用微信
视频核查现场签字情况，有效解决法定
代表人和股东疫情期间现场提供担保
资料不便等问题，用时两小时完成贷款
审批、发放全流程，及时解决了该企业
资金不足的困难，保障防疫物资及早采
购到位。 郭 芳 马晓伟

周口市农商银行系统

加大医药产业贷款投放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河南省联

社周口市农信办要求全市农商银行系
统提高站位，冲锋在前，优化工作质
效，进一步开辟信贷服务绿色通道，为
辖内企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各行社迅速行动，上下协同，对辖
内医疗机构、医药用品、物流、农产品
加工等相关客户进行了积极摸排对
接，通过优化办贷流程、实施利率优
惠、落实减费让利等措施，对四方药业
等疫情防控相关产业提供了雪中送炭
似的金融服务。

截至2月5日，周口市农商银行系
统新增贷款17.59亿元。 娄庆波

长兴农商银行

成立金融服务突击队
自疫情发生以来，浙江长兴农商银

行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党委书记、董事长
丁爱平和行长殷树云为组长的疫情应对
处置领导小组，为全县医疗单位、小微企
业抗击疫情提供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并
开辟信贷审批“绿色通道”，主动给予贷
款利率优惠，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该行辖内 36家支行均
成立金融服务突击队，第一时间对辖
区内小微企业进行排摸，对重点行业
企业进行电话对接，遇到受疫情影响、
有金融需求的企业，根据企业情况积
极上门对接服务，全力做好疫情期间
各项金融服务工作。李悦玲 周伟强

抗击疫情期间，山东潍坊农商银
行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战疫专享贷”，
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1000万元，并降低
贷款利率、开通绿色贷款通道，最简流
程、最快速度、最低利率，全力助力当
地疫情防控，最大限度保障疫防物资
生产企业的资金需求。

特殊时期，涉及民生行业的企业都
希望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为全市疫情防
控助力。为确保企业增量生产资金充

足，潍坊农商银行积极进行社会责任，
逐一梳理辖内疏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须
品，以及禽畜产品加工、包装材料等生
产加工企业，及时了解复工及资金需求
情况，快速跟进信贷服务，努力做一家
老百姓身边有温度的农商银行。

潍坊风筝面粉有限责任公司是“潍坊
市应急加工企业”，抗疫期间，加大生产，资
金紧张，潍坊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上门为企
业办理“战疫专享贷”授信300万元，为企

业采购、生产助力。有了充足的资金支
持，潍坊风筝面粉有限责任公司加班加点
加快生产，用36小时时间缓解了市内各大
超市面粉、挂面等物资的断货危机，全部
平价供应两千多吨面粉、挂面，有效保障
了潍坊本地居民消费生活稳定。

疫情期间，潍坊农商银行将持续
关注民生行业企业资金需求情况，确
保企业生产不断档、老百姓日常餐饮
正常供应。 秦红金

潍坊农商银行推出“战疫专享贷”

确保民生领域企业生产不断档

2020年的春节有着与往年不一样
的色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着各行各业的生产与经营，河北南皮
农商银行在全力做好自身防控的前提
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金融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当中，及时对接辖内防疫物
资企业和行业，了解融资需求，切实提
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实际行动
驰援疫情防控阻击战。

南皮县众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是
一家生产呼吸机配件的优质企业，2月
4日，该企业紧急接到省工信厅恢复生
产的通知，由于春节期间库存原料不
足、人员工资上涨、流动资金不够等因
素，企业的生产动力不足。恰逢该行
安排客户经理逐村、逐企业摸排涉疫
防控企业，了解到该情况后该行根据
其需求及时增加了 10万元贷款额度，
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当款项发放到
位后，其法人代表激动地说，农商银行

真是雪中送炭的“惠民”银行。
在得知各药店防疫物资库存告急

的情况下，该行及时联系辖内沧州迎
宾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专人对接进
行沟通，详细了解企业剩余库存、市
场需求、进货渠道、进货流程及资金
缺口情况，并根据客户合理融资需
求，快速制定融资方案，及时提供资
金支持，调查、受理、审批、放款，当日
便授信、审批、发放信贷资金 150 万
元，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满足了
企业的资金需求。

该行党委积极响应省联社和沧州审
计中心精神，安排专人对各企业进行电
话沟通，对因疫情防控期间暂时遇到资
金困难，且复工后前景较好的企业“一户
一策”予以利率优惠政策，坚持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总计为县内约130余家
企业纾困解忧，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贡献了农信力量。 刘立伟 蒋鈜宇

南皮农商银行及时授信放贷

满足防疫物资企业资金需求

2月10日，多数企业迎来复工复产首
个工作日，为做好疫情防控和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浙江瑞丰银行采取多项金融
服务保障措施，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携
手企业客户共渡难关，抗击“疫”情。

为保障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信
贷资源供给，该行制定了“高效信贷服
务、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以“专项
额度支持、绿色通道办理、优惠信贷费
率”为原则，要求各机构按企业网格区

域落实责任，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全面摸排辖内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的
融资需求，对融资有需求的企业加快
服务跟进限时办结。单列 1亿元信贷
规模，专项用于涉及疫情防控相关的
医疗器械、医疗器具生产等企业。

为切实落实疫情期间特殊信贷政
策，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的存
量贷款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发

展前景暂时受困企业等，该行通过使用
“小微续贷通”“无还本续贷”等措施周转
贷款，做到坚决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
确保不因疫情及春节假期延长导致客户
出现贷款逾期，最大限度减低疫情对企
业经营的冲击。落实征信保护政策，对
参加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政府工作人
员和社会志愿人员，疫情期间在该行的
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发生逾期的，不进
入违约客户名单。 陈 鱼

瑞丰银行单列1亿元信贷资金

为疫情防控企业纾困解难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
常时期，为全力满足防疫物资产销
企业融资需求，以信贷资金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四川宜宾金江农商银行主
动作为，积极行动，迅速开通“疫情
防控信贷业务绿色通道”，主动对接
防疫物资产销企业信贷需求，按照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与疫
情赛跑，切实缩短信贷审批链条，加
快信贷投放速度，为防疫相关企业
降低信贷利率，切实保障防疫相关

企业生产、采购、运输防疫物资正常
运行。

宜宾一家医药企业主要经营医药
用品销售，为宜宾各大公立医院、药
房、诊所提供上游药品等物资供货。
随着防疫药物需求量不断增大，公司
进购药品碰到了资金周转问题。金江
农商银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一时
间主动联系该医药企业，在企业提出
信贷申请后，该行按照“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的原则，立即开展贷前调查，

连夜为其制定授信方案，专门为其开
设信贷“绿色通道”，简化办贷流程，缩
短审批链条，保障信贷额度，并给予了
很大的利率优惠。该企业当日提出贷
款申请，次日便获得了150万元低利率
贷款。

金江农商行的火速驰援，为该医药
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利用该笔贷款，该医
药企业迅速采购了一批医药用品供给宜
宾当地医院、药房，使宜宾紧缺的防疫用
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张小会

宜宾金江农商银行开通“绿色通道”

优化防疫物资产销企业信贷流程

“您的 100 万信用贷款已到账”。
近日，四川鹏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鹏森药业”）从申请到资金到账不超
24个小时。疫情就是命令，效率就是
生命，在这个以时间赛跑的抗“疫”战
中，泸州农商银行念好“早、广、快”字
诀，为疫情防控企业备足金融“粮草”。

部署“早”，泸州农商银行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决策部署，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党委书
记、董事长为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紧急发布《全力做好金融服务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等文件，优先保障疫情防控
相关企业的金融需求，建立疫情防控企

业贷款审查审批限时办结制。匹配 50
亿元疫情防控专项信贷规模，建立授信
额度及定价管理需求快速响应机制，以
最大限度、最快速度、最优利率投入信
贷资金，全力支持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的
融资需求。

摸排“广”，在泸州农商银行总行的
统一部署下，各支行守土有责，组织客
户经理逐一摸排客户需求，特别是对疫
情防控企业进行重点关注。自贸区支行
摸排到鹏森药业有限公司正面临资金缺
口，该客户作为我市知名医药流通企业，
一直运用自身在医药行业的渠道优势，
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采购医药耗材和消
杀用品，前期已帮泸州市江阳区政府成
功采购到防护服、医用手套等数量众多

的医用耗材和大量的消杀器具。面对严
重疫情形势，鹏森药业计划加大力度，采
购防疫药品，供应给泸州各大医院和药
店，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做准备，目前上游
合同已谈好，但资金却出现了短缺。“正
是打仗用兵时，却没了粮草”，这让鹏森
药业的负责人焦急万分。掌握情况后，
自贸区支行立即向总行汇报，泸州农商
银行迅速响应，由总行党委委员袁敏带
队上门拜访，向客户介绍了该行优惠政
策，并达成了合作意向，当日客户就向该
行提出了贷款申请。

放贷“快”，针对疫情防控的信贷业
务，泸州农商银行迅速启动“绿色通
道”，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为
鹏森药业贷款需求落实专人、优先办

理、即来即审，贷审会及时进行了审查，
审批通过后自贸区支行成功为该客户
发放信用贷款100万元，并按照该行特
色产品“园保贷”的利率标准，较挂牌利
率下调了 3.18个百分点。该笔贷款从
贷前调查到审批发放耗时不到 24 小
时，其中从拿到客户资料到发放完毕仅
用了 6个小时。这笔贷款将通过鹏森
药业供应链流通，变成藿香正气水、感
冒灵颗粒等防疫药品，成为泸州抗“疫”
战中的重要物资。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疫情防控战
斗仍在继续。泸州农商银行主动为辖
内疫情防控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践
行地方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更多力量。

泸州农商银行建立限时办结制度

实现防疫企业贷款24小时内发放
◎ 本报记者 周文军 通讯员 罗育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