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太行初夏帐篷音乐节大幕将启，凤凰山骑游大会激情登场，龙泉苑、黄河故道采摘

让您回归田园，南太行万人登山节期待真正的勇者……在第四个“中国旅游日”之际，新

乡市各个景区举办丰富多彩的户外嘉年华活动，期待您走进激情五月，放飞快乐心情。

序号
1
2
3
4
5
6
7

联 票
万仙山+秋沟+百泉

万仙山+齐王寨+百泉

万仙山+秋沟+齐王寨+百泉

八里沟+九莲山+百泉

八里沟+天界山+百泉

八里沟+九莲山+天界山+百泉

八里沟+关山+百泉

价 格
98元

88元

108元

98元

98元

118元

108元

景区分成
万仙山 67元 秋沟 28元 百泉 3元

万仙山 67元 齐王寨 18元 百泉 3元

万仙山 67元 秋沟 23元 齐王寨 15元 百泉 3元

八里沟 67元 九莲山 28元 百泉 3元

八里沟 67元 天界山 28元 百泉 3元

八里沟 65元 九莲山 30元 天界山 20元 百泉 3元

八里沟 65 元 关山 40元 百泉 3元

壮 哉 南 太 行壮 哉 南 太 行 最 美 在 新 乡最 美 在 新 乡
——2014新乡市 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缤纷亮相

★5月 18日—20日，在新乡市所有景区，省内游客持身份证购买景区门票执行半价
优惠政策；比干庙景区、潞王陵景区对特定姓氏实行免票，部分星级宾馆酒店也推出不同
程度的优惠。

★5月 1日-10月 31日，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特推出联票政策，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更多
游客。

石人迎客石人迎客 飞瀑叠泉

太行云海太行云海

太行春意太行春意

联票价格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活动名称

新乡南太行初夏

帐篷音乐节

新乡南太行万人

登山节

第二届凤凰山

骑游大会

潞王陵鉴宝公益

活动及书画展

卫辉市第二届

旅游采摘节活动

第二届中国新乡

县新农村示范旅

游线体验游

新乡县第三届

文化旅游节

新乡县书画展

新乡县非遗展演

龙泉苑大樱桃

采摘节

魅力封丘摄影

大赛

黄河故道森林

公园采摘节

获嘉县同盟文化

旅游节

活动主题

举办大型户外嘉年华活动，让游

客到新乡南太行进行深度体验

雄奇山水之魅力

文明出行 健康生活

展示骑游风采、展现南太行风采、

倡导绿色出行

通过藏品鉴宝架起博物馆与游

客沟通的桥梁

塑造旅游活动品牌

建设旅游经济强市

新乡县新农村示范旅游线体验游

非遗展演、书画、摄影展

书画展

非遗展

享受旅游，热爱健康

崇尚自然美，寄情山水间

远离喧嚣 回归田园

同盟颂歌

时间

5月 19日—20日

5月17日—18日

5月 18日

5月 18日—19日

5月 19日

5月 18日

5月 1日—20日

5月 19日

5月 20日

5月 19日

5月 19日—29日

5月 19日—25日

5月 20日

地点

南太行八里沟园区

万仙山园区

关山园区

南太行关山园区

凤凰山

潞王陵景区

永康生态农牧

有限公司

古固寨祥和社区、

京华园、龙泉苑、

刘庄

京华园

京华园

京华园

龙泉苑

封丘县陈桥镇

黄河故道森林公园

同盟山景区

主办单位

新乡旅游局

南太行旅游集团

南太行旅游集团

新乡市旅游局

凤泉区人民政府

潞王陵景区

卫辉市旅游局

新乡县委、县政府

新乡县委、县政府

新乡县委、县政府

新乡县委、县政府

龙泉苑景区

封丘县文化广播

电影电视局

延津县文化广播

电影电视局

获嘉县文化广电

旅游局

承办单位

大豫网

凤泉区旅游局

潞王陵景区

新乡开明书画院

卫辉市旅游局

永康生态农牧

有限公司

新乡县文化广

电旅游局

新乡县文化广

电旅游局

新乡县文化广

电旅游局

新乡县文化广

电旅游局

封丘摄影家协会

封丘湿地公园

黄河故道森林

公园

同盟山景区

●● ●● ●●

近年来，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紧紧
围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认真履行大型
银行的社会责任，坚持将服务小微企业
发展与经营结构调整相结合，行业信贷
政策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业务批量
拓展与产业集群发展相结合，在实现自
身业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有力促进了
小微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2010 年以来，该行累计向小微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投放贷款
1120.2 亿元（其中：小微企业累放 929.1 亿
元，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累放 191.1
亿元）；服务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数量达到
8557 户（其中：小微企业客户 3289 户，个
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 5268 户）。仅今
年前四个月，该行累计向小微企业投放
贷款 159.37 亿元（其中：小微企业累放
130.67 亿元，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累
放 28.7 亿元）。截至 4 月末，该行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已达 313.6 亿元，小微企业贷
款增量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位列第四；
小微企业贷款增幅高于各项贷款增幅
5.68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高 4.98 个百分
点。

多措并举 助力小微
理念引领。作为大型银行，服务小微

企业既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和银监会服务
实体经济有关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需
要，也是商业银行自身调整优化信贷结
构、转变经营模式和业务增长方式的需
要。早在 2010 年 4 月，该行就提出了“抓
住小企业就抓住了未来、得小企业者得
天下”的理念，明确要把抓好小企业金融
业务作为关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来研
究和部署，创新推出了以设立专营机构、
增加专职人员、组建专家团队、配置专项
规模、创新专项产品、优化专业流程、实
施专项考核为内容的“七专服务”，调动
全行力量做好中小企业客户的服务工
作。

精准服务。为帮助基层行明确小企
业市场服务方向，该行加强与省工信厅、

商务厅、工商局、工商联、省级行业协会
（商会）等部门的联系，收集产业集聚区、
行业协会（商会）、产业园区等小企业客
户群名单，绘制了以供应链、产业集群为
基本框架的客户图谱，分别建立了目标
客户库、现实储备库、典型案例库和小微
企业信息平台，通过扎实推进“三库一平
台”建设，使小微企业服务的针对性更
强、效率更高。

业务创新。该行注重在破解小微企
业“两难”问题上下大工夫。破解融资难
方面，在信贷规模极为紧张的情况下，该
行按照增量高于上年、增幅高于各项贷
款平均增幅“两个高于”标准，切出一块
专属规模，专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针对
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紧、快、急的特点，实
施和深化授信审批集中改革，实行了小
微企业评级、授信、押品、融资“四合一”，
大大缩短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审批效率；
同时，将传统的信贷业务与互联网技术
相结合，创新推出了“网贷通”产品，企业
只需和该行一次性签订借款合同，便可
在合同有效期内通过网上银行随借随
还，足不出户地完成贷款的申请、提款和

归还等过程（网贷通企业的条件为 A-及
以上；最高单户额度 3000 万元），有效提
高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
如针对平顶山某知名家电销售公司资金
流通性强的特点，通过网贷通业务为其
提供融资支持 500 万元，解决了其销售旺
季 资 金 紧 张 的 问 题 ，赢 得 了 客 户 的 赞
誉。目前该行“网贷通”签约客户已达
1624 户，签约金额达到 161.72 亿元，今年
前四个月，网贷通增量在工商银行系统
排名第三位。

针对破解担保难方面，该行进一步
扩充商品抵质押品种，目前已将氧化铝、
铝材、金精粉、铅精矿（粉）、氧化钼、钼
铁、档发、芝麻、红薯淀粉、重晶石、茶叶
等 14 个具有河南区域优势的商品纳入质
押目录，先后创新推出了钢贸通、东方红
一贷通、粮贷通、茶益通等一批具有地方
特色的融资产品。如针对洛阳某大型机
械制造企业上游供应商量身定做了“东
方红供应通”专项供应链融资产品，为公
司增加了 2 亿元的授信额度，近三年累计
对其 100 余家上游供应商办理 200 多笔贸
易融资业务，发放贷款 3.5 亿元，实现了
企业、供应商和银行的三方共赢；针对信
阳茶叶市场制订了“茶益通”融资方案，
累计提供融资 1.2 亿元。另外，针对大型
企业的供应商、产业集聚区和专业市场
内的小微企业，采取核心企业担保“背靠
大树”和小企业联保“抱团取暖”等方式，
为小微企业客户群量身定制服务方案，
帮助小微企业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
批量解决众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如
针对郑州某大型食品集团公司上下游企
业多的特点，筛选了 18 家年供应额 1500
万元以上的供应商以及 15 户下游经销
商，以公司自身信誉度及应付、应收账款
为保证，向其上下游客户提供融资，通过
这一方案，向该公司增加了 1 亿多元的授
信额度，金融企业加快发展。

搭建平台。银行与小微企业信息不
对称、交流沟通渠道不畅，是制约小微企

业“融资难”和金融机构“放贷难”的主要
原因。该行积极搭建银政企合作平台，
先后与郑州、洛阳、信阳等 8 家市政府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新乡市政府签署
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主动加强与省商务厅、工信厅、卫生厅、
水利厅、国土厅等政府部门的协作，分系
统加强对全省小微企业客户的对接；注
重与省中小企业网络融资平台、省产学
研合作促进会、省科技创新促进会、省晋
商会、郑州市温州商会等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通过联合开展产品推介会、项目洽
谈会、服务沙龙等，多方式拓宽服务与合
作渠道。此外，该行还率先在全省推出
了“小企业贷款预约卡”服务，编制了《工
行小微企业融资指南》，建立了走访客户
制度，多管齐下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对接，
提高了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高效性。走
访活动开展以来，该行已累计走访小微
企业客户 12293户，解决难题 300余个。

规范管理。该行认真落实国务院和
监管部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小微企业收
费的相关要求，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收
费合规性问题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严
格执行“七不准”、“四公开”和《中国工商
银行服务价目表（2012 年版）》收费标准，
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同时，建立小
微企业违约信息通报机制，重点防范小
微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和过度融资，
为客户提供经济金融政策和相关市
场信息，引导小微企业规范经营行
为。该行还与每名专职客户经理签
订了《廉洁自律承诺书》，聘请了社
会监督员，做到了廉洁从业行为约
束和警示提醒常态化、制度化。

加大创新 携手共赢
工行河南省分行小微企业业务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牢牢把
握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
战略带来的新机遇，努力在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中有大作为。具体到支
持小微企业经济发展上，坚持“稳中
求进”的发展思路，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 ，重 构 经 营 模 式 ，加 快 转 型 发
展 ，持 续 加 大 对 小 微 企 业 的 支 持
力度，确保贷款投放实现“两个高
于”目标。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按照河南银监
局和总行对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意见的有关要求，持续做好对小微企业
的“大宣传、大帮扶、大对接、大创新、大
支持”，将对小微企业的宣传、支持、帮扶
活动持续化、常态化、规范化。宣传该行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政策，普及金融知识，
推介特色产品和服务，结合不同地区的
经济发展特征，有针对性的制定支持帮
扶措施，找准突破口，确保各项政策落
地，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走进“星级”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
提升小微企业贷款满足率、贷款覆盖率
和服务满意率，该行制订了《走进星级产
业集聚区综合金融服务活动方案》，从

“三层（省、市、支行）、多维（小企业、公
司、机构、结现、国际、投行、养老金、个
金、私人银行、银行卡、电子银行等）”锁
定星级产业集聚区内目标客户开展综合
服务营销活动，组建专业服务团队，统一
调配资源，深化分层联动，对三星、二星
级产业集聚区，省行服务团队将直接对
接到区管委会和重点客户，按照客户需
求，制订有针对性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并加以具体实施，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加大“三农”支持力度。该行将在县
域支行增设“三农”服务部，加强与农村
合作社等新型组织的对接，依托长葛市

“龙头企业担保+保证基金+订单+商户+
银行”模式、永城市“大协会+小联保+共
质押+入保险+信贷”模式、固始县“农村
五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林权、水权、房权）”等，结
合该行信用贷款的有关政策，采取更加
灵活的担保方式及担保组合，进一步加
大对农村合作社内小微企业和农户的支
持力度。

加快融资产品创新。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网贷通、经营性物
业 贷 、标 准 厂 房 按 揭 等 创 新 产 品 的 优
势，重点发展能够提供不动产抵押的小
企业贷款，加大对商务中心区、特色商
业 区“两 区 ”内 已 建 成 投 用 的 145 个 千
万元产业项目、全省 170 家亿元以上商
品交易市场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省
行专业团队的引领作用，组织专业团队
深入市场调研，研究制订具有推广和复
制价值的批量营销服务方案，以供各基
层行学习、借鉴。

抓好风险防控工作。一是抓源头防
控，把好贷款发放的第一道关口——贷
前调查关，严防“病从口入”；二是加强对
存量贷款的监测分析，有效防止大面积
劣变；三是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的清收
处置转化工作，确保不良贷款额和不良
贷款率稳中有降。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千 亿 贷 款 支 持 我 省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何小山 范保成

客户经理深入企业了解客户需求客户经理深入企业了解客户需求

在工行支持下在工行支持下，，小微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小微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第三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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