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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内蒙古乌拉特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联社关于保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强化担
当，主动作为。该行根据不同企业情况分类施策，通过续贷、转贷、贷款重组等方式，有效缓解企业复工复产后的资金周转
难题。截至3月末，该行共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466笔，金额1.97亿元，有效支持当地企业复工复产。图为该行员工正在为商
户讲解信贷政策。 刘晓帆

紫金农商银行沿江支行

主动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新区沿江街

道宣传（统战）委员茆延兵来到紫金
农商银行沿江支行调研走访，了解经
营情况，探讨“银政企”合作方案，并
召开座谈会。

会上，该支行行长李新介绍了沿
江支行服务地方、支农支小的政策以
及近年来融入商会、服务地方企业所
取得的成效。作为沿江街道商会副会
长单位，疫情期间，该支行主动向会员
企业了解情况及融资需求，并积极推
介专项产品，开展专项服务。近期该
支行已累计为 3户当地企业提供信贷
支持 800万元，另有 3户约 700万元已
完成申报，预计近日即可将资金发放
至企业手中。 李 新

近日，河北省农信联社邢台审计
中心副主任赵增魁与辖内县级行社
相关负责人组成观摩团，开展 2020 年
全市重点企业观摩活动，先后到南和
县明盾技术河北公司、全工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观摩，并前往南和农商
银行北关支行和小贷中心进行基层
调研。

此次观摩活动，贯彻落实了邢台
市委、市政府支持企业复工达产工作
要求，扎实推进市金融监管局、银保监
部门“访千企走万户”“百行进万企”活
动，精准对接全市在重要物资、高科技
产业等方面有代表性的重点企业，了
解其在复工达产过程中的融资需求，
切实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在基层调研
过程中，观摩团听取南和农商银行支

持企业应对疫情防控和复工达产情况
及相关工作汇报，对该行应对疫情挑
战、支持经济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明盾技术河北有限公司与全工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为河北省重点优
质企业，受疫情影响，两家企业营业
收入明显减少、运营成本增加、盈利
全面下滑，为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南和农商银行积极走访对接，启
动快速办贷通道，简化业务流程，及
时受理审批，并充分运用远程办公方
式进行会商，做到手续从简、投放从
快。根据两家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资
金需求，该行现已对明盾技术河北有
限公司授信 1600 万元、全工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授信 4000 万元，为两家企业
注入了金融“活水”。 王晨曦

南和农商银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信贷支持复工复产获肯定

浑江农商银行

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吉

林浑江农商银行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优化金融服
务，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结合疫情发生后的新情况、新特
点，该行通过线上方式对 78户公司贷
款商户进行摸排，通过视频连线和线
上审批等方式，缩短了贷款审批时间；
根据实际情况，本着“不压贷、不抽贷、
不断贷”的原则，对 15 户企业受理延
期还贷、延期付息业务，预计涉及融资
额度2.14亿元。 于 洋

曲沃农商银行

走访企业了解资金需求
日前，为落实山西省联社进一步

助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工作要
求，曲沃农商银行主动上门走访了解
企业资金需求，同时积极向中国人民
银行申请支小再贷款专项资金，全力
支持辖内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为确保高效完成本次支小再贷款
投放工作，该行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
组，按照“全面走访、应放尽放”要求，
根据“网格化作战图”安排专人采取微
信、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逐户开展政
策宣传，积极对接名单内企业，了解融
资需求，扩大覆盖面。截至目前，该行
已对接山西沃德盛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曲沃县盛源建材有限公司等 12家
企业，发放支小再贷款共计 10 笔，金
额1亿元。 石 可

绵阳市涪城区农信联社

推广“战疫贷”产品
自四川农信推出“战疫贷”以来，

绵阳市涪城区农信联社积极落实相关
战略部署，始终坚持“精准助力、增量
减价、共克时艰”的原则，大力推广“战
疫贷”产品。截至目前，该联社共发放

“战疫贷”12笔、金额6630万元。
为加强宣传，该联社线下在火车

站、社区、过街天桥等人流量较大的地
方发放“战疫贷”宣传手册，线上通过
朋友圈、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推广，
确保了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该
联社主动对接人行、国开行，争取再贷
款、转贷款额度；全力摸排走访企业，
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服务能动性，实现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谭婷婷

会同农商银行

发放风险补偿金贷款
日前，湖南会同农商银行在走访

中了解到怀化中钰冶炼有限公司因受
疫情影响，缺少资金恢复生产。该行
及时利用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优惠政
策，仅用5天时间，就为该公司发放了
500万元贷款。这是会同县建立省县
两级财政风险补偿机制后发放的首笔
风险补偿金贷款。

今年初，该行与省财政厅、县财
政局签订了《湖南省财政信贷风险补
偿机制三方合作框架协议》。协议规
定省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设立信
贷风险保证金，根据放贷倍数的不
同，省财政、县财政、会同农商银行三
方按不同比例分担风险。 杨 斌

丹凤农商银行

参加“政银企”座谈会
近日，陕西“丹凤县 2020 年政银

企座谈会”在丹凤农商银行召开。会
上，6家银行代表通过PPT演示、现场
咨询等方式对其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
了宣传和推介。丹凤县副县长李传伟
逐一进行了点评，并给部分企业、公职
人员进行了现场推荐。企业代表踊跃
发言，从自身发展、信贷需求等方面介
绍了民营及小微企业的现状和困难，
对丹凤农商银行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
持表示感谢。

在本次会议精神的指引下，该行
将继续牢固树立与县域经济同呼吸、
共命运的观念，坚定不移地服务好实
体经济，与丹凤县党政、企业同心联
手、共谋发展，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中
贡献力量。 张金芳

自疫情发生以来，安徽颍东农商
银行牢固树立互相依存、共渡难关、共
克时艰意识，通过降低利率、简化流
程、无还本续贷、展期、增信等措施，严
格落实“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政
策，为企业提供融资保障，降低融资成
本。截至 3 月末，该行累计投放贷款
49.4亿元。

“颍东农商银行‘复工复产贷’的
资金支持，速度快、办理程序简单，及
时解决了我们的融资问题，让公司生
产有了保障，而这次的降息，大大节
约了我们的生产成本……”近日，麦
德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元振提
起颍东农商银行推出的“复工复产
贷”产品和主动降息举措时，不断地

表达着赞许。
安徽麦德发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现代化大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颍东农
商银行在疫情期间为企业发放贷款
2000多万。除了主动发放贷款，该行还
主动上门对接，为企业降低贷款利率、
节约生产成本，助力企业发展。和安
徽麦德发食品有限公司一样享受到贷
款便利和降息的还有颍东区的45家企
业。据了解，为帮助受困企业走出疫
情困境，该行积极响应号召，及时推出
了“复工复产贷”产品，企业可通过信
用、担保、抵押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申
请到年利率不高于 4.55%、最高额度
1000 万元的贷款，为企业发展提供资
金保障。 王 祥

颍东农商银行发放贷款49.4亿元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融资保障

今年以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农信联社为进一步深掘市场潜力，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增加资本实
力、优化股金结构，提高在区域金融市
场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快
农商银行改制进程，夯实改制基础。
该联社围绕深化“政银企”合作，着力

“支农、支小、支微”，为区域经济注入
“新动能”。

疫情初期，该联社积极响应区委、
区政府号召，迅速行动，出台疫情防控
期间及 2020年支持地方经济 6项有力
措施，严格做到“不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开辟快审、快批通道，创新线上审
批、提前预审模式，保证急事急办，同
时制订客户减息降负优惠条款。该联
社以“双基”共建为抓手，与企业共建
信用示范园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疫情期间，该联社共向 29家企业授信

4.06亿元。
截至第一季度，该联社疫情防控

和业务经营取得双胜利，各项存款余
额达到 77.57 亿元，比年初增长 11.57
亿元，其中财政对公存款和企业对公
存款增长2.74亿元，创历史新高；各项
贷款余额达到 53.25 亿元，今年新增
3.36 亿元，存贷款规模分别占肥乡区
金融机构的 50.42%和 57.28%，存贷款
规模均领跑全区银行业，服务区域的
能力进一步增强。

为把“双基共建”的政策做到位，
该行加大整村授信力度，加强与村两
委部门对接工作，建立联动机制，增强
基层沟通交流，提高公信力。该联社
借助村两委的协助，对各村特色产业
进行全面摸排，仅一周时间，即选定 5
个整体信用环境较好的试点村庄，打
通信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重新占

据“农村市场”。
该联社及时召开股权推介和信贷

产品营销会，邀请区领导、40多家企业
参加，就信贷政策和 23个信贷产品的
目标客户、额度、利率、特点、用途等方
面做了详细介绍；对增资扩股政策与
入股资格以及股东权利义务进行了详
细讲解，吸引战略投资者入股该联
社。据了解，在股权推介和信贷产品
营销会上，现场共募集股本金 1亿元；
与优质企业签订了战略意向合作协
议，意向金额两亿元。

据了解，该联社将加快改制步伐，
增扩的资金主要倾力支持区域实体经
济发展，结合肥乡区域经济发展实际，
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各类中小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繁荣农村市
场，提高肥乡区人民生活水平。

邯郸市肥乡区农信联社加强“政银企”合作

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 本报记者 王海潮 通讯员 霍琳剑 张启帆

为深入贯彻全面名单制营销管理
理念，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渠道建设，
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形成银企广泛
合作的工作局面，近期，陕西省华阴市
农信联社积极推广电子银行业务，充
分利用微信平台等“微”手段，实现对
公业务转型升级。

自去年以来，该联社党委班子多
次与华阴市人民医院主动对接，积极
推介、多次跟进，最终达成“信息化系
统升级+微信公众平台（移动支付）”项
目战略合作意向，在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于 4月 24日成功签订“微信公众平
台业务合作协议”。该联社为华阴市
医疗系统提供结算账户开立、存贷款
业务、企业网银、代收付业务、工资代
发等金融服务，为实现医院业务自动

化、就诊卡自助发放、自助充值、自助
挂号、自助缴费、自助查询、自助打印化
验单等提供服务保障，为全面实现互联
网普惠金融现代化打下良好基础。

据了解，近年来，华阴市农信联社
把“账户意识”作为低成本及对公账户
营销的抓手和方向，坚持“抓小额夯基
础、抓对公强信心”的营销理念。该联
社党委班子以辖内大行业、大系统以
及卫生、公用事业等党政企事业单位
为目标，分片包抓、精准营销，实现村
账镇管、镇账市管全面成功代理，全辖
所有村级账户成功开立，棚户区改造
等重点项目成功对接，美丽乡村建设
等民生工程主动介入，社会公共事业
单位深度融合，为低成本资金组织做
出了突出贡献。 申玉龙

华阴市农信联社依托互联网渠道

助推对公业务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杨海涛 通联员 王 磊

面对疫情，河南周口市农商银行系
统强化使命担当，在狠抓自身疫情防控
的同时，围绕省联社、市委市政府等有关
支持复工复产通知精神，及早部署，创新
举措，用足、用活各项金融政策，有力支
持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及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截至4月22日，
全市农商银行系统新增各项贷款34.68
亿元，贷款余额达602.4亿元。其中，已
支持医疗机构、医药用品、物流、食品等
疫情防控产业客户4782户，余额15.07
亿元，以“真金白银”的形式体现了的农
村金融主力军责任与担当，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疫情发生以来，周口市农商银行系
统履职尽责，迅速行动，上下协同，开辟
绿色通道，先后推出了“疫情贷”“线上

贷”“复工复产贷”等系列特色信贷产品，
快审快贷，提高信贷服务效率和质量。
根据市场情况，周口市农商银行系统第
一时间出台了“优化办贷流程、实施利率
优惠、落实减费让利”等措施和政策，并
单列信贷计划，定期对各行社支持复工
复产情况明确奖惩，切实缓解了客户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

为有效解决资金需求，周口市农商
银行系统持续开展“百行进万企”活动，
认真落实省联社、人行、银保监等部门
要求，并依托政府搭建的金融服务共享
平台，对辖内医疗机构、医药用品、物
流、农产品加工等防疫重点产业相关客
户进行积极摸排对接，为辖内周口邦杰
集团、太康四方药业、淮阳通和纺织、沈
丘星相万家及市第六人民医院等相关

客户及时提供了高效金融服务。截至
第一季度，周口市农商银行系统新增中
小微企业贷款5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达254亿元。

面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食品餐饮、
畜牧养殖、生产制造等行业，周口市农商
银行系统“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围
绕“一户一策、一事一议和特事特办”的
原则，对符合申贷、续贷、追加贷款等条
件的，及时予以支持；对到期出现还款困
难的，及时通过无还本续贷、展期、适当
下调利率、减免逾期利息等方式解决客
户资金流动困难；对特殊时期客户手续
不全等情形的，建立容缺机制，采用先行
受理、后续补充完善的方式，及时办理续
贷业务，切实以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了
客户后顾之忧。 娄庆波

周口市农商银行系统强化使命担当

“真金白银”解决企业难题

自疫情防控以来，江苏省徐州市
铜山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
和徐州铜山农商银行纪委联合督导组
在惠企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中了解
到，不少小微企业面临融资困境，资金
缺口较大。督导组将这个问题及时反
馈，督促徐州铜山农商银行迅速拿出
解决方案，做好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政
策支持工作，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绝对是不敢
想象的！我们企业年口罩产能 300万
只，面对突然袭来的疫情，急需流动
资金购买原材料，还面临未来生产资
金缺口的问题。徐州铜山农商银行
在我们贷款合同还未到期的情况下，
竟然主动将贷款利率由 7.75%降至
4.15%，直接降低了 3.6 个百分点，大

大减轻了企业负担，我们才能开足马
力生产，日产量达到两万只……”江
苏米沙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激动地对前来回访的铜山区纪
委监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的工作
人员说。

针对企业融资需求，徐州铜山农
商银行开通疫情防控审查、审批绿色
通道，严格缩短控制审批时限，累计快
速审批小微企业贷款 90余笔；重点支
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向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外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
行业倾斜，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督促各基层支行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通过展期、续贷、重组、调整还款计划、
缓解还款压力，为复工复产企业消除
后顾之忧。

徐州铜山农商银行落实督导要求

优惠贷款利率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疫情防控时期，宁夏吴忠农商银
行多举措提升服务质效，主营业务均
实现“开门红”，尤其信贷有效投放和
贷款同期增速均表现强劲。截至 3月
末 ，该行各项贷款 2.46 万户、余额
63.78 亿元，较年初增加 493 户、4.93
亿元。

工作中，该行修订产品要素，降低
信贷准入和审贷门槛，加大纯信用、纯
线上贷款投放，减少医药零售商限制
条件，提高了“医药通”等产品的受众
面。截至3月末，该行纯信用贷款余额
3.81亿元，较年初增加 1.81亿元，增量
90.63%，规模占比 7.69%，提高 3.45 个
百分点。

按照人民银行有关要求，该行对
经调查、认定确因疫情影响产生的贷

款、信用卡或其他信贷业务逾期的征
信不良记录，采取征信复核等积极征
信保护措施，切实保障客户合法征信
权益，避免客户因疫情影响产生逾期
信息，对其复工复产产生消极影响，解
除其后顾之忧，助其共克时艰。

为进一步拓宽烟草经销行业融
资服务渠道，满足特殊时期金融需
求，该行针对依法设立并具有固定经
营场所、经营状况正常，持有效营业
执照、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经营实体，
以烟草订单信息为依据，结合借款人
资信状况，向符合条件的烟草经销商
户、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发放用于日
常经营周转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单
笔贷款最高授信可达 30万元。据悉，
该产品具有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

额控制、资金周转的特点，能有效减
少个体工商户短期内多次审贷的“折
返问题”，且以信用为主，可进一步解
决小微企业担保难题，降低特殊时期
融资成本。

为满足辖区优质中小微企业个性
化融资需求，积极支持持续有效经营两
年以上、纳税信用评级良好的经营实体
复工复产，该行强化银政合作，重视银
税对接和信息共享，对纳税M级以上
的区域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
名单管理、网格服务、专人对接，依其纳
税、资信等情况核定授信额度，发放流
动资金短期贷款，其中小规模纳税人最
高授信信用贷款60万元、保证贷款100
万元，一般纳税人最高授信信用贷款
200万元、保证贷款250万元。 冶永齐

吴忠农商银行多措并举

提升服务质效扩大业务规模

近期，四川省中江县农信联社仓
山信用社为把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降到最低，开辟绿色通道，创新信贷方
式，，采取“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帮助
小微企业有序恢复生产经营。

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面临复工工
人不到位、产品发不出去、资金链断裂等
问题，针对实际情况，仓山信用社在不放
松疫情防控的情况下，组织召开辖内企
业主座谈会，了解企业需求，并表示将按
照上级联社要求开辟绿色信贷通道，按
照特事特办、事急从简的原则，快速为企
业授信，解决企业建设发展、资金不足等

问题，让他们吃下“定心丸”。
仓山信用社还安排客户经理深入

当地工业厂区、园区，根据企业实力和
发展前景及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创新信贷方式，做实授信服务，以
最快的速度将资金发放到位。截至 4
月 22日，该信用社共计成功发放支持
小企业“战疫贷”2650 万元，协助3家企
业解决租金问题，为企业代办股权变
更、换证各 1户，协办代开发票 4户，协
调征用临时使用荒坡地0.33公顷，帮助
企业招用本地返乡、留乡农民工就业达
56人。 曾代和 林 鹏 邹 浩

中江县农信联社苍山信用社采取“一企一策”

为小微企业开辟信贷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