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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老区人民，践行金融使命
工行信阳分行服务“1335”工作布局纪实

2022年，工商银行信阳分行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战略部署，坚决扛牢信阳
老区振兴责任，主动融入信阳“1335”发展布局，用足用好各类金融政策，精准对接多元金融需求，鼎力支持信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12月
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196.64亿元，较年初净增23.61亿元，增幅13.64%。全年累计发放各类贷款75.96亿元，其中发放大中型企业贷款24.26亿

元，小微企业贷款14.8亿元，个人贷款36.9亿元。

坚持“项目为王”的
金融服务理念，对于重大
项目市行班子成员亲自
挂帅、市行公司金融业务
部和牵头支行行长合力
服务，落实“两个二分之
一”工作法，实施部门分
包支行机制，切实提高重
大项目服务效率效能。
2022 年以来，该行累计
向全市重点项目、企业发
放贷款14亿元；当前已
审批待投放项目12个、
金额94.6亿元；已储备项
目63个，意向贷款金额
86亿元。

聚 力 服 务 重 点 领
域。一是支持交通运输
业。累计发放交通运输
业贷款4.04亿元。如积
极参与由郑州分行牵头
的银团项目，为某高速发
放贷款 2亿元。二是支
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累计发放贷款
3.97 亿元。审批通过某
水库项目贷款10亿元。

三是支持医院学校等“幸
福产业”，累计发放流资
贷款1.2亿元。四是支持
制造业。向信钢、羚锐制
药等制造业发放流资贷
款合计2.3亿元。五是支
持涉农贷款，贯彻落实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截至
12月末，该行涉农贷款余
额达41.9亿元，较年初净
增 加 8.26 亿 元 ，增 幅
24.6%。其中为农村企业
及各类组织提供融资
25.9亿元，增幅6.01%，为
农户提供融资 14.94 亿
元，增幅81.7%。

持续深化政银企合
作。一是为政府开发上
线房票结算系统。为了全
力支持信阳市提高安置结
算效率，该行积极向总省
行争取资源支持，在充分
调度人才、技术基础上，投
入120余万元，帮助市政
府研发出“信阳市房票结
算平台”。二是强化银政
战略合作。2022年 8月

份，该行与信阳国家级高
新区实现战略签约，进一
步密切银政企合作关系，
未来三年该行将向高发
集团及新区企业提供超
100亿元的融资支持。

响应政策导向优化
信贷结构。一是努力提
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
比。全年累计签约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项目 14
个、金额2.16亿元，其中
已投放项目 7 个、金额
1600万元。二是加大设
备更新改造再贷款投放
力度。该行作为首家银
行为息县提供设备更新
改造再贷款服务，并在息
县政府的见证下，与息县
中医院签订贷款合同，实
现投放490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末，该行已
储备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
客户16户、融资需求8.91
亿元，其中涉及卫生健康
领域13户、7.29亿元，文
旅体育3户、1.62亿元。

全力支持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鑫 杨小燕 通讯员 王欢欢 文图

独家承发信阳2022
年首批消费券并配套资
金 500 万元。为进一步
活跃全市消费市场、满足
群众消费需求、疏通经济
发展脉络，该行在信阳市
人民政府主导并出资
1000 万元的基础上，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争取总
省行资源支持，配套500
万元资金用于支持市民
消费，并全额承担系统平
台搭建、广告宣传等费用
170万元，用于承接消费
券发放工作。加大线上、
线下宣传力度，鼓励市
民、商户积极参与，共享
发展成果。据不完全统
计，该场消费券发放直接
拉动全市消费近2亿元。

开展丰富多样的消
费有奖活动，提振市民消
费信心。为落实促消费、

惠民生，该行在省行已经
开展的系列客户回馈优
惠活动基础上，另外又拿
出 70万元资金，用于支
持信阳市民消费，为信阳
市民量身打造一系列产
品促销活动，如“爱购信
阳”“爱购周末”消费满
减、客户积分兑换、微信
立减金、加油立减等系列
消费促销活动，联合多家
商户推出系列“随机立
减”有奖消费活动，进一
步促进消费，2022 年共
实现信用卡消费 40 亿
元。

做好新市民综合金
融服务。为深入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
新市民金融服务有关工
作部署，提升新市民服务
能力，提高新市民的获得
感，助推新市民创业发

展、稳定就业，工行信阳
分行成立“新市民金融服
务工作专班”，由市行一
把手任组长，分管公司、
个金业务副行长任副组
长，各金融服务部门为成
员，以优惠政策、创新产
品和服务，充分调动发挥
金融资源优势，为新市民
在创业、就业、住房、教
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
供金融保障。

2023年，工行信阳分
行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省市经济
工作会议和上级行工作
要求，把金融服务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

“1335”工作布局落地深
植上，奋力谱写“工助美
好生活看信阳”的绚丽篇
章。

全力助力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信阳工行签约河南五谷春酒业

信阳工行杨冠淋一行深入企业调研

信阳工行积极助力“两茶一菜”发展

该行把金融支持“保
交楼”作为当前必须落实
的政治任务，为统筹抓好
融资投放工作，第一时间
成立市行“保交楼”工作
专班，第一时间传达市委
市政府和上级行“保交
楼”工作部署，着力统一
思想，统筹谋划，扛稳政
治责任。

对“保交楼”清单项
目走访对接全覆盖。加
快对接政府专班及合作
方，争取尽早投放法人房
地产贷款。截至 12 月

末，该行已对牵头的4个
保交楼项目走访对接全
覆盖，其中已经投放落地
房产开发贷款1户、金额
4000万元。

加快推进房地产开
发贷落地。该行把房地
产开发贷作为支持“保交
楼”工作的重中之重，积
极对接意向贷款企业，能
贷尽贷，能贷快贷，以房
地产开发贷款支持楼市稳
定。经过前期的接续跟踪
服务，截至2022年12月
末，已成功提交资料2户、

意向贷款金额3亿元。
高效满足住房贷款

需求。满足市民人居环境
改善需求，全年累计发放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20亿
元，其中对“保交楼”项目
发放按揭贷款 0.78 亿
元。与此同时，积极做好
客户安抚维稳及楼盘复工
复产，用足“宽限期”政策，
缓释个人逾期风险，实施
延期还本付息涉及个人按
揭贷款金额1.05亿元，其
中对“保交楼”项目延期还
本付息30户、0.2亿元。

全力支持“保交楼”、稳楼市

该行深入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围绕低碳转型战略要
点，持续加大绿色产业领域
的信贷投放。截至12月末，
该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2.61
亿元，余额同业第一；绿色
信贷余额较年初净增 2.22
亿元，增幅达21.4%，绿色金
融发展之路正稳步向前推
进。

完善绿色金融组织构
架。该行成立绿色金融委员
会成员的绿色金融委员会，
统筹绿色金融建设和发展工
作，倾斜资源，提升能力，加
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积极
争取信阳市金融工作局的支
持帮扶，市金融局领导多次
到该行拟筹绿色金融标杆网
点实地指导，该行主要负责

人主动到市金融局、其他金
融同业绿色标杆支行观摩学
习，按照绿色金融标准，加快
筹建工行羊山新区绿色金融
示范支行。

融资支持重点绿色行
业。支持水力发电、污水治
理、废旧资源再生利用等行
业，如重点支持了五岳抽水
蓄能电站水力发电、中原环

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蔡氏河
湿地公园、葛洲坝引淮灌溉
工程等绿色项目建设，为助
力全省重大绿色项目发展贡
献了工行力量。

支持“两茶生产企业”。
信阳市是闻名全国的“毛尖
之乡”，绿茶、红茶质地优良，
深受市场欢迎。为帮助信阳
茶叶走出去、做大做强，

2022年以来，该行以纯信用
方式融资支持了8家茶叶企
业，累计发放贷款 3323 万
元。与此同时，加大绿色项
目储备，截至2022年 12月
末，该行已储备绿色项目8
个，已完成审批金额 62 亿
元，预计近期再投放绿色贷
款8.4亿元，届时，该行绿色
贷款占比将进一步扩大。

全力支持绿色崛起，发展绿色金融

把支持民营普惠作为稳
住经济大盘的重要体现。始
终坚持以普惠客户、新市民
需求为中心，全方位提供金
融服务。2022年，累计投放
普惠贷款24亿元，银监普惠
口径贷款余额19.16亿元，较
年初增加 5.67 亿元，增幅
42.1%。

扎实开展“行长进万企”
活动。建立“行长进万企”工
作专班，开辟绿色通道，对银
保监分局分转及该行自主确
定的565户包联企业，100%
分层、分类走访对接，达成合
作意向 548 户、意向金额
18.5 亿元，已授信 527 户、
16.18亿元，已发放贷款527
户、16.18亿元。走访期间，
了解到信钢因技术改造急需
资金支持，但因行业政策受
阻，为全力支持企业发展，该
行成立临时工作团队，一方
面快速收集资料，一方面积
极争取上级行政策倾斜，为
企业增信6亿元，累计为企
业提供融资支持5.76亿元。

创新普惠产品和服务模
式。普惠金融依托经营快
贷、网贷通、供应链融资“三
大”线上产品线，实现贷款直
达客户、瞬时审批、循环使
用、随借随还。累计投放线
上小微贷款17.5亿元，普惠

信贷“线上化”水平不断提
升。疫情之下，结合小微企
业痛难点，为小微企业适配

“专精特新贷”、“跨境贷”、
“粮食收购贷”、“商户贷”等
全新特色场景类产品，以精
准直达的纯信用产品，纾解

企业难题。围绕制造业、农
业龙头企业，提供供应链融
资服务，为企业上下游提供
批量融资服务。

数据赋能提升普惠服务
效能。依托“系统平台”提升
服务效率效能，大力推广应

用“金融服务共享”、“银税互
动”、“信易贷”等平台，联通
工行内部融资平台，搭建数
字化信贷服务体系，为企业
和个人提高“一站式”全流程
融资服务。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优化信贷发放流程，
成功上线“住房按揭线上面
签”功能，实现客户“足不出
户，轻松办贷”。成功投产

“金闪借”业务，实现公积金
客户“秒授信”，大幅提升民
生领域服务能力。

减费让利纾困中小微企
业。2022年以来，该行结合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实际困难，进一步降低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水平。2022年
发放的普惠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仅为3.9%，较2021年下降
23BP，全面完成让利实体经
济目标。全额承担小微企业
的抵押登记费、评估费等费
用，严格遵守“七不准、四公
开”“两禁两限”等监管要求，
最大限度让利实体经济，全
年累计减免费用300余万元。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践行普惠金融

工行大力支持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信阳工行走访企业

信阳工行扎实开展“行长进万企”活动

信阳工行独家承发信阳2022年首批消费券并配套资金500万元信阳工行积极助力信阳中心城区房票安置工作高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