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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尹清武 党盼攀

看着屏幕上显示出的200万元的
授信额度，王芳乐开了花，“真没想到，
竟然能贷到这么多钱。”6月 24日,在
建设银行南阳南都支行，王芳在10分
钟的时间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笔贷
款。

“以前根本都没有想过贷款，银行
贷款条件比较严苛，手续也很麻烦，门
槛太高。”王芳经营的南阳某商贸有限
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是一家
做电器销售的小微企业。虽然企业做
的风生水起，但王芳却没有考虑过通
过银行贷款来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
小微企业一般规模不大，很多企业都
没有可以符合条件的抵押物，又难以
找到愿意承担风险的符合银行条件的
担保人，再加上较长的审批流程和复
杂的手续，使不少小企业望而却步。

如何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
题？建设银行结合小微企业的实际

情况，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打造了
互联网融资平台——“小微快贷”。

“‘快贷’是融入了互联网基因的
新产品，它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
客户在建行的金融资产、结算流水、征
信信息等数据，自动测算授信额度，企
业无需抵押和担保，就能在网上享受
一把‘秒审、秒批、秒贷’的金融服务。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对资金需求常常
是量小、频率高、需求急，‘快贷’能够
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解决小微企
业贷款难、慢的老大难问题。”建设银
行南阳分行小企业业务中心副经理胡
军介绍。

作为国内首家推出的一款针对小
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网上全程自助贷
款，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拥有“互联
网+银行”双基因，既有互联网的快速
便捷，又有银行的技术、数据和风控支
撑，提高了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和放款
的效率，实现了小微客户融资全流程
网络化、自助化操作。

“小微快贷产品是我行互联网思

维与大数据运用有效结合的体现，大
数据让我们在提高服务便捷性的同
时，更提升了服务的精准度。我们充
分运用大数据信息，结合多维度客户
征信信息，更加精准地找到匹配的客
户，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支持。”建设
银行南阳分行行长张中歌说，“在目
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
服务小微企业，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
济的重要内容，建设银行南阳分行将
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运用好服务
实体经济的新产品、新工具、新模式，
将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与小微金
融深度融合，让小微企业方便、快捷
地获得低成本融资，助力小微企业发
展，释放社会创业潜能。”

截至目前，“小微快贷”已经在南
阳市实现了全面覆盖，在南阳银监
分局举办的旨在帮扶小微企业和贫
困户的“千家万户”活动中，建行南
阳分行投放小微“快贷”流动资金贷
款 374 户，总授信金额达到 8311 万
元。6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

发挥债委会职能让银企抱团取暖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席磊 蒋红升

7月18日，在宛城区产业集聚区里，
一家新能源企业正加足马力生产着客户
的订单。“过去的两年里，企业的发展犹
如过山车，若不是政府的金融创新服务，
企业难以起死回生。”该企业负责人感
慨。

“该企业的订单充足，仅今年上半年
就已经完成了2.6亿的订单量，产业的发
展方向也符合国家环保节能的政策，产
业发展潜力是有的。”作为该企业最大的
债权行，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副行长郭保
杰介绍。

作为南阳市关注的重要项目之一，
该企业在落地过程中，由于项目进展过
速，前期非生产性投资过大，导致生产资
金链条断裂，同时，国家政策的收缩导致
其下游企业停产，销售资金难以回流。

“企业本身对区域经济影响力大，而
且企业涉及的债权行多,债务结构复杂，
关联担保涉及面广，如果处理不好，会引

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会造成南阳区
域性金融风险，严重破坏本地区金融生
态环境。”郭保杰说。

工商银行是该企业最大的债权
行，面对企业的困境，如何实现防范金
融风险与“雪中送炭”的双赢？南阳银
监分局提出对公司治理良好、产品有
市场、发展有前景符合产业政策,但当
前投入不足的优质企业,债委会要通
过组建银团贷款或建立联合授信机制
等方式予以支持,让工商银行南阳分
行有了“底气”。

针对该企业，工商银行南阳分行
作为主债权行，牵头组成了债委会，在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水平、融资、
市场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摸底
后，主持召开了债委会专题会议，在同
各债权行充分协调沟通的基础上，签
订《联合贷款协议》，对贷款额度、贷款
方式、贷款利率及期限等进行了详细
明确的约定。工商银行南阳分行不仅
身先士卒为企业新注入数千万元的项
目贷款，使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与

此同时，还帮助企业协调了其他债权
行的流资注入,降低了贷款利率，有效
解决了企业的困境，同时，也使银行自
身贷款风险得到了有 效缓释。

去年以来，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已经
牵头对四个企业组织实施救助，实现了
企业的“造血”功能。

“债委会制度作为加强银行业协作、
维护银企双方合法权益的新创举，就是
为了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优质企业、
帮助困难企业、退出‘僵尸企业’是债委
会的责任。作为工商银行南阳分行，理
应在这方面做出担当，进行有益的探
索。”工商银行南阳分行行长王勇告诉记
者，有效贯彻落实好债委会制度，不仅是
银行化解缓释风险的有效手段，同时也
会更多地发挥金融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
用，对困难企业采取一企一策的方针，有
效支持‘三去一降一补’，引导企业去除
落后产能，提质增效，充分发挥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今后工商银行南阳
分行将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6

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

后起之秀缘何获地方政府点赞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吕瑞天 杨永曾

闲的时候，姚恒涛总喜欢在街上溜
达溜达，他能一眼认出那些平顶山银行
南阳分行曾经放过贷款的商铺，“看着
他们生意兴隆，我心里也高兴。”姚恒涛
是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微小金融事业
部的总经理，自2013年平顶山银行南
阳分行开业以来，他带领着一群年轻的
队伍在服务小微的路上不断前行。

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进驻南阳时
间较晚，如何在金融市场中做好差异化
竞争，发挥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地方发
展的功能，它们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今
年一季度新增存贷比869%,排名全市
各家金融机构之首，获得了南阳市政府
的肯定，成为南阳金融系统的后起之
秀。

“平顶山银行从地方起步，深知地
方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我们希望能
把助力小微企业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

需要的客户手中。”平顶山银行南阳分
行行长王寅峰说。

在南阳，平顶山银行选择将客户定
位于服务商圈、商户、社区居民的金融
机构，在今年南阳银监分局组织的“千
家万户”活动中，该行针对南阳家电大
世界、建材市场、汽车配件等“五大商
圈”和县市区的经济开发区，先后调研
300余家企业，根据企业需要，采取一
户一策的方式为其中70余家企业提供
了信贷支持。在信贷产品上，平顶山银
行南阳分行推出“易贷兴”一改过去重
抵押的贷款担保方式，转向注重小微企
业的成长性、发展性及盈利性等实际经
营指标，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的融资

“瓶颈”，使一些资产规模小、缺乏有效
抵押物，但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小微企业
能够顺利获得信贷资金。

华良门窗的夫妇两人就是这次活
动的受益者，从为别人打工到去年夫
妇两人开始自己创业，开了属于自己
的小店，得到了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

的支持。
“与夫妇俩也有缘分，在为我们家

里安装门窗时，我发现他们一直在催缴
账款，感觉在资金上遇到了问题。”经过
询问，夫妻俩刚刚创业不久，没有足够
的资金可以周转，于是，平顶山南阳分
行杨天可向他们推荐了银行的小微贷
款业务，由同事为他们办理了5万元的
贷款，今年，随着业务的增加，他们又在
银行进行了续贷。

通过“暖冬行动”减低利率，增加
贷款额度，在扶贫村开展定点帮扶工
作，帮助贫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光伏
发电项目等增收致富。筛选南阳市重
点工程，为南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金融血液……平
顶山银行南阳分行微小金融事业部自
2014年9月成立以来，截至目前，已向
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近5亿元。在南阳
银监分局举办的“千家万户”活动中，
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贷款 164 户近
19000万元。6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

种好激活经济细胞的大树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吕瑞天 杜增

路灯下的大排档、街道旁的副食
店、商场里的服装店……各种各样的
小微企业，涉及了民生的方方面面，关
乎着群众的衣食住行，他们离百姓的
生活最近，他们的活跃度也体现着经
济发展的“脉动”。

“经济新常态下，小微企业抗风险
能力差，长期经营管理上的不规范，导
致财务不健全，缺乏抵押物，也难以找
到合适的担保，使得小微企业往往在
贷款上遇到障碍。”民生银行南阳分行
零售部总经理张湘丽说。

面对新的环境，素来以“小微企业
的银行”定位的民生银行南阳分行在思
索，如何让小微企业互相抱团取暖，实
现“大树下好乘凉”的互利共赢局面。

针对小微企业大多缺乏有效抵押
这一特点，使用传统公司大客户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流程将无法适应现实的

需求，民生银行南阳分行将服务的重
点放在“联保贷”特色产品上。通过企
业的联保、互保有效解决了企业的融
资难题。在担保方式上，该行也相继
推出集群企业互保、行业协会担保等
多种担保形式，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
担保难问题。

“作为一家股份制银行，在流程
上我们有更快捷、便利的优势。”民生
银行南阳分行行长王玉更介绍，民生
银行南阳分行在零售银行大框架下，
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小微金融中心和
售后服务中心，小微金融中心具体负
责全行小微业务的行业规划、业务推
动、产品管理；售后服务中心则主要
承担小微业务的审查、审批、贷后管
理和团队培训以及其他零售业务风
险管理职能，实现了前中后台共同服
务小微市场的组织架构。

面对小微企业的散、弱等特点，民
生银行南阳分行也在通过抱团取暖的
方式，加强防控风险的能力。

“我们在南阳采取以‘商圈’为中
心，集群授信，批量营销的方式，形成
了在贷款授信规模内进行批量操作的
模式，植好大树，抗风险能力就强。目
前，民生银行南阳分行为服装、食品、
酒店、居民服务业等48个商圈提供信
贷支持。”民生银行南阳分行风险管理
部副经理王世瑛介绍，民生银行在做
好小微企业的资金供应同时，致力于

“与小微企业共成长”，成立了城市商
业合作社、南阳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促进会等平台，将商圈中松散的小微
商户，按照行业等，整合成有组织的有
机经济体，抱团发展，共御风险，帮助
小微企业走上可持续成长与发展的良
性道路。

截至目前，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 43亿元，去年，民生银行南阳
分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已达到48%。
截至今年6月 30日，在南阳银监分局
开展的“千家万户”活动中累计投放新
增贷款74户，总金额5901万元。6

建设银行南阳分行

“互联网+”秒解小微企业融资“老大难”

金融活水如何“滴灌”实体经济？
——来自南阳银监分局的尝试和探索

在南阳淅川县两家有色金属生产
企业由于受宏观经济下行、经营转型
资金投入较大及部分银行授信减少等
因素影响，出现周转资金断裂，生产处
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由于其涉及的
债权行、担保企业等覆盖范围较广，若
处置不当，将对区域银行贷款安全和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在经过详细的分析和研判后，南
阳银监分局和南阳银行业协会，主持
召开了 14 家债权行联席会议，由工
商银行作为牵头行组织实施，共同研
究两家企业救助方案。经过连续7次
的联席会议，银企之间的多方对接，

目前已重新为两家企业制订了贷款
方案，并已注入新的资金，企业也通
过此次金融调控，放弃了高产能、高
消耗的产业方向，实现了自我“造血”
功能。

目前，在南阳银监分局和银行业
协会的引导下，债委会已成功推广至
贷款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截至6月
末，南阳市 169 家债委会顺利组建。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银行业通过债委
会累计支持优质企业61家，帮扶困难
企业32家，通过各种渠道支持资金百
亿元。

今年上半年，南阳市银行业机构

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8.3亿元（含国开
行），带动贫困人口5.7万，排名全省第
一。全市4000多个行政村，基础金融
服务覆盖率达95%以上，基本实现基
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上
半年，全市新增贷款153.91亿元，其中
72.66%投向了批发零售业，水利、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关系生产经营、民
生消费、社会基建、新型服务业等经济
带动能力强、上下辐射面广的行业信
贷需求……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服务
实体经济，助力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
南阳银行业来说，将是持久的探索和
努力。6

推进债委会制度“抱团取暖”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薛傥 郑鹏

7月14日，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回

归本源，要把为实体经济

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

本目的，并明确了金融是

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

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

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这

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坚持

服务实体经济与坚守风险

底线两手抓，在发展中化

解风险的发展思路。”南阳

银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白向锋说。

近两年来，在南阳银

监分局的引导下，南阳银

行业围绕经济转型期对

金融供给的新需求，在支

持小微企业，推进债委会

制度，做好精准扶贫等工

作中进行了多方的探索。

南阳市镇平县有玉乡之美称，在
镇平的玉器市场，活跃着许多经营玉
器的小商贩。虽然没有固定资产，没
有固定摊位，但他们在活跃市场、解决
就业方面能作出很大贡献。

“由于没有土地房产等有效质押
物品和担保，银行为了防控风险，这些
商户的贷款门槛就会比较高。”在长期
的市场调研中，南阳银监分局意识到，
进一步强化资金保障、补齐金融短板、
提升支持实体质效是市场的需求，也
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今年 4月，南阳银监分局决定在
全辖区开展银行业走进“千家万户”
助推实体经济行动。引导银行业金
融机构在整体风险可控情况下，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信贷资源的倾斜,加大
对贫困户、农户的信贷支持，缓解企
业“融资难、难融资、融资贵”问题。
引导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选取至少 1000 家中小
微企业进行深度对接，根据企业需
要，制订合理信贷计划，向企业提供
信贷支持及其他金融服务，其中新增
贷款企业数不得低于上报企业总家
数 的 50% ，新 增 贷 款 额 度 不 低 于
60%。

“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往往较弱，
银行考虑到风险防控的因素，往往有
顾虑，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多方面的
服务为银行业提供保障，让银行没有
后顾之忧。”白向锋介绍，南阳银监分

局在辖内推广“网格服务”“银税互动”
“银税保互动”“双基联动”等新型服务
模式的同时，推动小微企业授信尽职
免责政策落实，激发支持小微企业积
极性。

在南阳银监分局的引导下，南阳
银行业纷纷创新服务，创新信贷产品，
运用大数据等精准服务，为众多像镇
平玉雕产业中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资金
支持。短短 2个月，全市银行业机构
在“走进‘千家万户’助推实体经济行
动”中，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1581户，
金额 87.96亿元，其中新增 825户，金
额 52.81 亿元。发放惠民贷款 12742
户，金额 14.98 亿元，其中扶贫贷款
9093户，金额8.85亿元。

把金融活水引入“千家万户”

南阳银监分局领导深入南阳金冠电气集团开展调研 王苗苗 摄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了解情况 蒋红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