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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小微企业金融困境的“及时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倾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纪实

实体经济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土壤，
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银行义不容辞的责
任。“邮储银行贷款放款快、服务好，纪
律严明，让烟不吸、让水不喝，和他们的
工作人员打交道，我很省心也很放心。
这几年，在邮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我
的生意红红火火，销售额逐年增长，我
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每当谈起邮
储银行，长垣县的王先生都会这样赞不
绝口。

王先生从事汽车减震器加工销售
20 余年，从 2008 年起，在邮储银行信贷
资金的支持下，他的企业生产和销售规
模不断扩大，随着长垣县起重机行业的
不断发展壮大，他看到了起重机配件生
产行业的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但生产
起重机配件需要新增车床、钻床等大批
设备，先期资金投入成了他面临的首要
难题。也就是这时，邮储银行小企业贷
款业务在新乡地区推广开来，该业务重
点支持产品有市场、进销渠道稳定、信
用记录良好的各类小微企业，而且，它
还具有贷款对象广、授信额度高、额度
期限长、贷款利率优、还款方式活、抵押
物范围广六大优势，所以堪称助长小微
企业成长的“及时雨”。邮储银行的信
贷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通知
了王先生，他很感动，感动的是邮储银
行一直关心、重视自己工厂的每一步发
展，总是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
援助之手，这次的“雪中送炭”更是给了
他大展宏图的信心。他立刻筹划了新
建厂房的计划，向邮储银行提交了自己
的贷款申请资料，经审核，邮储银行立
刻行动，向他的企业提供小企业贷款
120 万元。整个过程从资料准备齐全到

贷款资金到账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
间！王先生的办厂经历在邮储银行众
多小微企业客户中不胜枚举，像他这
样，受惠于邮储银行助推而焕发生机的
小微企业在全省还有很多。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邮储银行河南
省分行就紧紧围绕“服务‘三农’、服务小
微企业”的市场定位，将小微企业业务作
为全行的战略重点加以推动，将“大资金
对接小客户”，成功探索了一条大型银行
服务小微企业的新路子。仅今年前 10 个
月，该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417.57 亿元，
同比增加 76.28 亿元，增幅达到 22.35%。
截至 10 月底，该行小微企业授信客户达
到 29 万 户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达 到
352.62 亿元，本年净增 86.14 亿元，均居
系统内第二位。

■突出规模支持，70%信
贷资金助力小微企业

今年以来，在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普
遍受限的情况下，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对中小企业客户实行了“优先考虑资金
需求、优先安排贷款额度、优先提供金融
产品”的政策，按照“盘活存量、用好增
量”的工作思路，腾挪信贷资源，在盘活
存量中扩大小微企业融资增量，在新增
信贷中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份额，将信贷
资源全面向小微金融倾斜，且不受新增
信贷规模限制。截至 10 月底，本年小微
企业贷款投放占比超过 70%，小微企业
贷款结余占比达到 58%。在倾斜信贷额
度资源的同时，河南省分行还多次向总
行汇报中原经济区建设情况，最大限度
争取信贷规模，并成功争取到了总行追

加的 80 亿元专项信贷规模。
周口淮阳某编织袋有限公司是长江

以北最早的编织袋生产基地，年产各种
编织袋 1 亿条，主要产品有面粉袋、种子
袋、肥料袋、涂料袋等各种软性外包装，
销售区域覆盖河南、湖北、安徽、黑龙江、
内蒙、甘肃、新疆等地。不久前，该公司
新增一套设备，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公司
的流动资金却出现了缺口。邮储银行了
解情况后，积极与该公司进行了对接，充
分利用小企业贷款业务“额度循环、随支
随取、担保灵活、手续简便”的特点，最终
实现了 400 万元的放款，及时解决了企业
的资金需求，帮助其扩大了生产规模。
同样位于周口的某针织有限公司在今年
7 月份的生产储备阶段，因资金链出现暂
时困难，导致无法及时采购原材料，企业
即将陷入订单无法按时交货的绝境，公
司老板忧心如焚，动用了一切关系四处
筹集资金，十多天都没睡个安稳觉，因为
缺口太大，纵然四处求告也无法解决燃
眉之急。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
了邮储银行周口市分行，该行小企业信
贷中心接到申请后，马上对该企业进行
了初步了解和实地调查，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为其办理相关手续，在他的企业与
其上游客户正式达成购销合同时，他的
500 万元贷款已经到位，保证了企业的正
常生产经营。

■突出资源整合，全方位
服务满足小微企业需求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依托遍布城乡
的网络优势，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小微
金融服务体系。在所有市分行和直属支

行均成立了小企业信贷中心，在全省建
立了 300 多个小微信贷营业机构，增配小
微金融客户经理 300 多人，组建了一支超
过 2000 人的小微企业客户经理团队，为
小微金融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专业人
才支撑。通过再造业务流程、组织流程
和管理流程，积极打造“信贷工厂”和“流
程银行”，实现小微企业信贷服务的无缝
对接。同时，围绕小微企业集群式、链式
发展的新特点，结合支行资源和地缘优
势，打造了专注于服务于商圈、产业聚集
区、园区的小微金融服务特色支行。其
中荥阳市支行被总行评为系统内首批 10
家特色支行之一，也是总行唯一一家专
门服务小型机械制造业集群的特色支
行。

为有效破解小微金融服务“信息收
集难、风险控制难、成本控制难”问题，河
南省分行在全省组织开展小微企业营销
服务升级活动，立足“三群三链”，有效整
合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了提升服
务效率和改善扶持效果“双赢”。一是推
进“面式”集群服务。围绕商业集群、总
部集群、产业集群，主动加强与工商局、
工信局、工商联、产业聚集区和商圈管理
方合作，充分利用其信息资源和组织协
调优势，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进园区、
进市场、进企业”小微企业专项服务活
动，通过信息共享、服务同步、信用共建，
实现集中推进整体帮扶。目前，全省已
确定重点支持的产业聚集区、园区和商
圈 260 个，批量收集小微企业信息 10 多
万条，联合召开推介会 300 多场次，批量
授信 20 多亿元。二是推进“链式”整体服
务。该行依托核心企业，全程监控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与链条上的小微企业形

成点对线的大范围对接，服务产业链各
个环节，提升了我省优势产业链整体竞
争能力。先后创新实施了医药、汽车、化
肥、煤炭等 10 多个重点行业的供应链综
合服务解决方案，在系统内率先开办了
经营性车辆按揭贷款、订单融资、国内保
理、动产质押、保兑仓等业务，为小微企
业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有效破解
了小微企业缺信息、缺信用难题。

■突出创新引领，多元化
产品满足小微企业

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小微企业提供融
资服务，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立足河南
地方特色经济，主动对接客户融资需求，
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根据不同行业、不同
产业特点，探索多元化贷款担保方式，不
断拓宽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渠道。一是持
续开展了“一行一品”工程，加大创新力
度，建立了以小微企业差异化需求为核
心的产品体系。针对小微企业缺乏正规
抵质押物的实际，陆续推出了保证、联
保、房产抵押、经营权质押、船舶抵押、林
权质押、集体土地房屋抵押、应收账款质
押等十余种担保方式，并设计了额度循
环支用的贷款使用模式，创新灵活的融
资方式，有效满足了小微企业“短、小、
频、急”的融资需求。二是以标准化产品
为基础，实行“一地一策”，在贷款期限、
还款方式、贷款额度等方面实行差异化
管理，为各特色行业和专业市场客户量

身定制产品，先后推出了烟农小额贷款、
茶农小额贷款、粮食收购小额贷款、玉器
加工贷款等一大批与小微企业客户资金
需求高度契合的信贷产品。安阳柏庄是
闻名全国的内衣批发市场，随着市场的
日益扩大，已形成了由多家内衣加工企
业为主体的内衣工业园区，园区集织布、
内衣加工于一体，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经
销商达 1200 余家。市场内的商户主要以
加工与批发为主，资产比较雄厚，对现金
流的需求较大，加之市场土地的集体性
质，缺乏贷款的抵押物，在贷款中难度较
大。基于市场商户没有合适抵押物的情
况，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结合柏庄市场
商户的经营特点，加快推进产品创新，丰
富抵押物种类和范畴，争取到以商铺使
用权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受理资格。这一
产品的推出，受到了柏庄市场广大商户
的一致欢迎和好评，很多商户在拿到贷
款后都会感慨地说：“用我们的商铺使用
权进行抵押，贷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真
没想到邮储银行会这样设身处地为我们
商户着想，以后我们会选择与邮储银行
长期合作。”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致力于小微企
业的努力，不仅践行了社会责任，也彰显
了大行风范。展望未来，他们将进一步
加大这方面的信贷资金投入，将小微企
业业务作为战略重点加以推进，围绕经
营模式、业务流程、产品服务大胆创新，
为推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关注小微企业的成长已经成为当下金融机构的一个共同话题。因为小

微企业可以说是构成我们经济社会的细胞。稳增长、促就业等国计民生筹

谋，无不与之紧密相关，有数据显示，无论是企业总数,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以及创造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方面它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小微

企业实力的增强必将成为我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根据行业优势，整合自身资源，不断探索创新，以优质

的信贷管理服务、优良的市场对路产品及时化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窘境，从而实践

“大资金对接小客户”的理念，成功探索了一条大型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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