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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瓮安农商银行开展疫情回访时，得知瓮安县贵黔现代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面临资金困难，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该行立即安排信贷员实行一对一服务，并采取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等措施，
向该公司发放信贷资金170万元。据悉，该笔贷款为无抵押担保的纯信用贷款，资金来源为瓮安农商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
行的“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图为该行信贷员到该公司实地调研。 周珊珊 曹 程

宁陕农商银行

信贷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日前，陕西宁陕农商银行组织召

开了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座谈会。
会上，宁陕农商银行与 3 家企业签订
了 3000万元的贷款意向合同，为企业
复工复产注入“金融活水”。

截至目前，宁陕农商银行累计为当
地农户、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的客户
办理贷款续贷48笔、金额725万元，累
计为相关客户提供了1.31亿元的信贷
支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米 安

邹城农商银行

成立企业金融辅导队
为助力辖内科技型企业复工复

产，山东邹城农商银行主动作为，成立
企业金融辅导队，对有发展前景但受
疫情影响、出现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
务。同时，该行通过与客户签订延期
还款协议、减免罚息等措施，及时满足
相关企业复工复产信贷资金需求，实
现企业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精准匹配和
高效转化。

此外，该行对于暂无信贷关联的
企业，建立动态监测台账，并根据调查
走访情况，派出专人进行后续服务对
接，实施一企一策，及时为企业提供优
质的金融服务。 钟 琳

喀什农商银行

发放首笔“复工应急贷”
近日，新疆喀什农商银行成功为

一名经营服装店的店主发放了首笔金
额为 10万元“复工应急贷”，为支持喀
什地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
业主复工复产开了个好头。

据介绍，“复工应急贷”产品无抵
押、无担保、纯信用、最高贷款金额可
达 50万元，月利率 3.375‰，享受政府
贴息后，实际承担1.0125‰，深受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喜爱。截至目前，
喀什农商银行共收集“复工应急贷”需
求326笔、金额1.18亿元。 王 磊

瑞金农商银行

参加对接会推广新产品
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召开的“政

银企”对接签约会上，瑞金农商银行积
极推广该行创新推出的“百福疫能贷”
和“百福疫薪贷”两款信贷产品，受到
了与会企业家的一致好评。

会上，瑞金农商银行与江西金
纳铜业有限公司、江西省瑞金市佳润
玻纤有限公司、瑞金市农村环境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3 家企业进行了签约，
签约金额近 1500 万元，会后与 11 家
企 业 达 成 贷 款 授 信 意 向 ，金 额 近
5000万元。 丁 建

长兴农商银行

满足“飞地”企业融资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及时

满足“飞地”内长兴企业的金融需求，
浙江长兴农商银行成立“飞地”金融
服务小组多次赴杭州“飞地”，通过逐
企走访、整理归纳融资信息，建立“飞
地”企业管理名单，开辟绿色通道，简
化办贷流程，对符合条件的小微贷款
随到随审随批，主动、快速、精准满足

“飞地”企业融资需求。目前，该行已
走访“飞地”企业 19户，授信 4户、550
万元。 李悦玲 谢璐娉

广昌农商银行

开启企业信贷绿色通道
正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关键

期，江西广昌农商银行专门出台夺取
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双胜利的实施意
见，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开启信贷绿色
通道，全面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复
工复产。

日前，在刚刚得到广昌农商银行
20万元“茶树菇贷款”支持后，广昌县
尖峰乡菇农王光辉激动地说:“广昌商
银行说到做到，不仅低利率，而且从提
出申请到拿到贷款仅用了半天的时
间，这给我们准备流动资金、尽快复工
复产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截至3月12日，该行已发放“茶树
菇贷款”224笔、2513万元；发放“白莲
贷”43 笔、240 万元，发放“烤烟贷”94
笔、510 万元；发放“诚商信贷通”313
笔、3348万元。 魏 敏 廖鹏程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作为地方性
金融机构，河南省商丘市农信社主动
提高政治站位，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金融服务，进
一步抓实抓细国家、省、市应对疫情防
控强化信贷支持、保障企业资金、支持
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等政策，以及推
动企业加快复工复产、保障“菜篮子”
产品充足供应等措施，在共抗疫情中
彰显金融担当，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积极贡献农信力量。

商丘市农信社对疫情防控、金融
服务工作早安排、早部署，春节假期期
间，着手与卫生医疗、农业生产、食品
加工、物流运输等企业的金融服务对
接，并深入抗疫有关企业，实地查看、
了解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现场办公、
集中协调，解决资金需求，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疫情以来，商丘市农信社主
动上门走访对接企业 93户、授信 9.64
亿元、发放贷款8.94亿元。

商丘市农信社落实金融政策要
求，坚持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原则，
细分目标客户，建立企业名录，制定差
异化金融服务方案，加强重点领域信

贷支持，尤其是医疗机构、卫生器材生
产、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交通等
涉及民生工程、保障市场供应行业的
复工复产。疫情以来，商丘市农信社
累计为必康百川药业（河南）有限公
司、华美医疗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河
南利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金豆
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宏泰禽业
有限责任公司、商丘贵友食品有限公
司、诚实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双龙
粉业有限公司等抗疫企业发放流动性
贷款 2.04 亿元，有力推动市重点扶持
企业复工复产。如辖内华商农商银行
在疫情紧急关头，3小时内为商丘市大
型医药商贸企业——必康百川药业
（河南）有限公司授信 5000万元、一期
发放流动资金贷款500万元、在原贷利
率上优惠两个百分点，后续加大支持
力度，足额发放贷款5000万元，保障企
业生产经营。不一而足，该行还在第
一时间，以低于正常水平利率，向华美
医疗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授信5000万
元、发放信贷资金2000万元，保障抗疫
物料生产。

商丘市农信社按照“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对受疫情影响加大的行业以
及生产经营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一
时不能提供的贷款资料，先受理、后续
补，非必要、不提供，简化办贷程序、优
化信贷流程，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切
实提高办贷效率，第一时间解决企业
资金需求。疫情以来，商丘市农信社
为 28户企业开通绿色办理通道，授信
并发放贷款4.29亿元。

商丘市农信社认真落实减费让利
政策，普遍下调抗疫行业、复工复产企
业贷款利率1至2个百分点，以低于正
常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轻
企业负担，让利600余万元。如河南宏
泰禽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蛋鸡养
殖、鸡蛋供应为主的企业，是商丘市重
点扶持“菜篮子”企业。受疫情影响，
该企业所用饲料成本上涨，急需流动
资金。了解情况后，辖内睢县农信联
社启动疫情防控金融服务快速响应机
制，迅速采取行动，主动上门服务，按
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开通信
贷绿色通道，以低于正常贷款利率水
平，为企业发放贷款 200万元，主动让
利10余万元。 陈春磊

商丘市农信社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

加大抗疫企业支持力度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好
转，河北省承德市郊区农信联社积极
响应上级号召，围绕疫情工作“关键
点”，出台优惠政策，持续为辖内企业
解决复工复产难题。自春节后至 3月
12 日，该联社已向 11 家企业，投放贷
款 1.95 亿元，其中支持小微企业贷款
1.74亿元，为5家企业申请办理了延期
还款，为 6家企业申请办理不计征信，
涉及贷款金额 8070万元，以金融活水

“唤醒”企业活力。
该联社坚持不抽贷、不断贷，相继

出台了优化还款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
款利率、完善展期续贷衔接、妥善处理因
受疫情影响产生的个人征信问题等积极
的信贷支持政策；综合承德地区经济发
展结构和央行2月20日公布的新一期
LPR利率，对疫情期间涉及旅游文化、

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医疗教育等8个行
业的存量和新增贷款给予下调20个基
点的贷款利率优惠；开通“信贷绿色通
道”，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信
贷手续、优化审批流程，以最快速度为受
困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入“强心剂”。

该联社通过网格化营销线上回访
工作，细致摸排了已建档的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复工复产情况及面临的问
题，主动向困境中的小微企业伸出橄榄
枝。承德市某大药房有6家连锁门店，
受疫情影响，面临人手不足、医药物资短
缺、经营成本提高等情况，亟需资金支
持，该联社获知后，立即组织员工加班加
点整理贷款资料，当天即上报了贷款审
批和利率优惠申请，仅用3天时间就完
成了200万元商贷宝贷款的授信放款，
同时为该药房的6家门店安装了免费扫

码支付系统，赢得企业连连点赞。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该联社

还坚持与老客户携手同行，全力为企
业复工复产增添动能。承德某商贸公
司是本地规模较大的水泥供应商，年
销售额在 4000万元以上，作为多年的
老客户，始终按时还款结息。因疫情
影响，建筑企业停工，公司水泥产品销
售停滞、款项不能按时回流，身在福建
老家的企业负责人又无法回承主持经
营，眼看 980 万元的贷款即将到结息
日，焦急万分的企业负责人打来了求
助电话。该联社针对企业困境，立即
启动特事特办程序，为企业办理了利
息缓交手续，同时申请办理了不计征
信，持续性的金融支持避免了企业出
现资金链断裂风险，保障了企业在疫
情期间的平稳过度。

承德市郊区农信联社出台优惠政策

对小微企业不抽贷不断贷
◎ 本报记者 王海潮 通讯员 迟 楠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宁夏
吴忠农商银行要求全行机关人员、全
辖 29家支行克服困难，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主动上门服务，走市场访客
户送资金，并利用该行推出的“复工
贷”“宁科贷”“餐饮贷”“医药通”产品，
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服务
辖区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排头兵，
吴忠农商银行商贸城支行主动请缨，
对一季度到期的存量贷款，按照政策
规定和工作要求，该支行班子带头，客
户经理分组，全部提前信息对接、提前

办理手续，延时服务、加速审批、绿色
投放；对新增贷款预约办贷、上门服
务、限时办结。疫情期间，该支行投放
贷款 176户、3650万元，较年初新增 84
户、1018万元。

宁夏鼎盛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加工制造节能保温隔热材料的环
保机械，属订单式生产。受疫情影响，
迟迟无法开工生产，市场维护和流动
资金紧张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两大隐
患。得知这名“老朋友”的情况后，该
支行第一时间主动联系，预约上门服
务。当面交谈，该公司法人代表马少

云告知自己本人目前没有投资计划，
但企业发展存在融资需求。商贸城支
行没有放弃，经前期调查对接得知，该
企业系自治区科技企业名录在单企
业，支行再次上门向企业详细说明该
行各项复工复产信贷服务政策，并多
次主动同宁夏科技厅对接沟通。“功夫
不负有心人”，最终该支行为其争取到
财政贴息信贷政策，并于3月6日发放
了全行首笔“宁科贷”，金额 200万元，
为企业直接节省利息支出达 13万元，
济困解危，有效解决了复工复产资金
燃眉之急。 冶永齐

吴忠农商银行创新贷款产品

上门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泗洪农商银行完善信贷服务

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恢复生产
今年以来，江苏泗洪农商银行积极

响应上级部门复工复产工作要求，积极
履行地方性金融机构助力县域经济发
展的使命与担当，不断完善企业信贷服
务，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快速恢复生产
运营。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为复工企
业新增授信45户、金额2.4亿元。

在信贷支持举措方面，该行创新
推出“复工复产贷”“小微专享疫贷”

“抗疫精英贷”等信贷产品，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农户、养殖户、个体工商户、
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截至目
前，该行已累计发放“复工复产贷”325
笔、5908.8 万元，“小微专享疫贷”162

笔、金额9405.3万元。
在信贷服务工作方面，该行单独

安排专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获取县
内企业、个体工商户名单，并安排信贷
服务部负责对名单进行梳理走访，深
入企业实地了解其生产经营受疫影响
情况、以及资金流通状况等。同时，该
行对有资金需求客户制定针对性信贷
支持方案，并为其提供业务办理绿色
通道，按照“特事特办、急事快办”原
则，简化业务手续流程、加快审查审批
速度，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度，将放款
时间压缩在1~2日内完成，帮助企业缩
短资金周转时间。 程 闯

日前，陕西省华阴市农信联社党
委主动对接辖内陕西赛恩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在得知该企业急需资金
采购用于生产化肥农药的原材料时，
按照“优先受理、优先授信、优先发放”
的原则，当即给予该企业300万元专项
贷款额度，并在最短时间内将贷款发
放到位。据了解，这只是该联社在疫
情期间促企业复工复产中的一家。

据该联社负责人介绍，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华阴市联社坚持疫情防控、
金融助力复工复产和春耕春种两不
误，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金融
服务，全力支持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
助力各类客户渡过难关。

该联社以疫情防控“十条措施”为
主要举措，切实落实复工复产和“企业

大回访、商户大走访”工作要求，全力做
好春耕备耕农资供应信贷资金需求等
方面的资金支持，全面开通信贷和结算
业务两条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绿色通
道”；对涉及防疫关联卫生医药用品企
业的融资需求，快速响应、简化业务流
程、专人服务、提高办贷效率；为政府机
构、防疫相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提供紧急
取现、资金划转等应急金融服务。

目前，华阴市联社共对接各类疫
情相关企业及民生保障客户110户，对
接贷款需求 4548 万元，已发放 807 万
元，累计发放各类复工复产贷款136户
金额 2110 万元，累计投放春耕备耕类
贷款 1407户金额 7497万元，多措并举
为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

华阴市农信联社主动对接客户需求

优先发放企业复工复产贷款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讯员 王 磊

当前正值企业复工复产之际，河
北省任丘市农信联社立足辖内实际，
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全面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截至 3 月 10 日，该联社
已经完成 45家企业对接完工作，办理
了存量贷款收回再贷 64笔，金额 8412
万元，超过疫情期间到期贷款总金额
的 70%，为全市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
保障。

结合任丘市辖内实际情况，该联
社及时开通了“线上贷款预约平台”，
并组织员工大量转发，确保疫情期间
贷款正常受理，及时足额满足各客户
群体资金需求。同时，授信审批部每
日将“线上贷款预约平台”更新数据及

时传达给相应公司信贷部及小贷中
心，做到“早传达”；各公司信贷部、小
贷中心组织客户经理立即进行考察，
做到“早响应”；风险监控部制定专人
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建立台账并每日
更新，做到心中有数，确保信贷支持及
时有效。

疫情期间，任丘市联社还开通了
信贷办理“绿色通道”，建立了贷款容
缺办理机制。即在条件满足的前提
下，可优先办理贷款业务，后期由客户
经理协助企业逐步完善全部资料，确
保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运转维持和后期
生产的资金需求，切实提高贷款审批
发放效率。 李 昆

任丘市农信联社开通“线上贷款预约平台”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金融保障

为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进一步改进和提高金融服
务质效，江苏句容农商银行以党建引
领发展，以金融激发活力，全面助推产
业强市战略实施，促进小微民营企业
转型发展。

该行主动对接各社区、村委会等
基层党组织，充分了解辖区内的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找准金融支
持重点。同时，将基层党组织列入外
部授信评议机构，主动对接小微企业，
接受企业授信或做好企业预授信，提
高金融服务效率。

该行各支行党支部将走访小微企

业，将信息录入至“党建 e”平台，形成
“小微企业+金融”共享服务平台，在该
平台中企业可发布金融需求信息，相
关支行将第一时间对接企业，实现点
对点连接，提高服务效率。

该行还发挥党员员工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充分调动可用资源，有效链接企业
与农商银行，靶向发挥服务效能；发挥外
部党员评议作用，充分利用党员的另一身
份--企业员工，在金融支持企业过程中，
由企业党员、员工组成企业内部授信评议
小组，充分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存在困难，
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金融支持方案，提
高金融服务准确性。 栾修海 马 飞

句容农商银行坚持党建引领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疫情期间，贵州独山农商银行始
终践行“百姓银行”的宗旨，为企业复
工复产推出“复工专项贷”产品，有效
解决企业资金难题，让企业能够更快
地复苏过来，在接下来的生产经营中
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坚决打
赢这场与时间赛跑、与疫情斗争的阻
击战。

“感谢独山农商银行的关心，你们
真是‘及时雨’，把我的水泥代销公司
这团乱麻给解开了！”

位于独山县麻万镇者棉安置区的
鑫润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做海螺
品牌水泥代理销售的公司，老板名字
叫莫先陆。随着贵州省内疫情级别降
低，莫先陆开始着手企业的复工复

产。由于存货积压销售不出，账款收
不回，还要支付仓库租金、人工管理、
运输费用等成本，他在周转资金上犯
难起来，生产经营犹如一团乱麻。在
得知企业资金需求后，独山农商银行
百泉支行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客户，并
到莫先陆的仓库实地调查。最终，百
泉支行为该户发放了“抗疫复工贷”30
万元，解决了莫先陆的难题。

“现在贵州的疫情逐步向好，企
业在复工复产中的困难一是资金上
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要树立信心。
独山农商银行就是要在资金和信心
上给客户‘搭把手’，让企业生产经营
走上正轨。”百泉支行副行长罗祯雄
说道。 陈海峰 张成宇

独山农商银行推出“复工专项贷”

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难题

紫金农商银行葛塘支行

贷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近期，江苏紫金农商银行葛塘支

行以金融助力“防疫+企业复工复产”
为己任，3月以来，已落实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资金需求5户、1000余万元，密
切跟进企业资金需求，确保以最快的
速度、最简便的方式满足企业复工复
产资金需求。

疫情期间，在获悉江苏某医学有
限公司的融资需求后，该支行迅速对
接，利用周末时间完成客户对接、材料
收集、报告撰写，一周内完成首笔纯信
用贷款300万元的发放。 钱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