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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六稳”“六保”金融在行动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守初心践使命
助力“三农”补短板

截至2020年7月末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前7个月累计投放贷款277亿元，同比多放124亿元

累放扶贫贷款135.03亿元，扶贫贷款余额616亿元，均居全省金融系统前列

支持各类企业418家，贷款余额2458亿元，创历史新高

农地类贷款余额40亿元，农业科技类贷款余额11亿元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杜军 龚震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全面小康之年，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坚

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遵循，以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以担当作为扛实“六稳”“六保”

责任，充分发挥“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向亿

万河南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

投放应急贷款，助推百企复工复产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把支持疫
情防控作为检验初心使命的试金
石，建立了防疫贷款应急通道和复
工复产绿色通道，对全国性和省级
重点防疫企业应贷尽贷、应贷快
贷，积极支持“米袋子”“菜篮子”等
重点领域复工复产。充分借助科
技手段非现场办贷，应急贷款从受
理到发放平均不超过2天。创新
推出了“‘小汤山’医院流资贷模
式、福森救灾药品流资贷模式”等7
种应急贷款模式，迅速在全省推

广。对纳入绿色通道的重点企业
实行首年下降100个基点优惠利
率，应急贷款平均利率3.85%，其
中全国性重点企业应急贷款利率
降至2.45%。前7个月，共发放各
类应急贷款39.29亿元，支持防疫
企业101家，贷款审批、投放、支持
企业数量均居全国农发行前列，在
推进复工复产中成果显著。

今年以来，为支持实体经济，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主动减费让利，
对全部客户企业实行优惠利率和

减免结算费用，前7个月发放贷款
305.8亿元，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4.6%，低于全省银行业平均利
率140个基点，减少企业融资成本
40亿元。对受疫情影响的困难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纳入特殊办
贷渠道，提升办贷效率。对于经营
暂时困难的企业，通过无还本续
贷、贷款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方
式进行支持，不抽贷、不压贷，累计
办理续贷312笔，金额85.25亿元，
帮助企业挺过难关。

创新扶贫模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当好中坚力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河南是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
作为河南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
行，保障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农
发行河南省分行的主要职责。

聚焦“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实施，该行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
融资模式，大力支持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项目。积极支持现代育种、绿
色农资、高端农机等农业科技发
展，择优支持一批现代农业科技园

区，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型。持续与商丘、驻马店、周口等9
个地市中储粮对接，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入市收购，保护种粮农户利
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目前已筹
措夏粮收购信贷资金500亿元，投
放51.51亿元。同时，为夏粮收购
企业开辟办贷绿色通道，开通网银
和批量代付，实行 7（天）×24（小
时）运行，确保收购资金供应不断

档。结合河南实际，该行探索建立
并试点运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供
应链信贷支持模式，以郑州粮食批
发市场信用为依托，向上下游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延伸供应链。围绕
全省2020年660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目标和30个高效节水灌溉示
范项目，积极开展项目对接，复制推
广舞钢“高标准农田+”融资模式，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中坚作用。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积极支持贫
困地区带贫成效明显的大型加工企
业和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推动农
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建设，择优支
持贫困地区与“三农”密切相关的信

息、生物、现代种业等新型产业发
展，累计投放扶贫贷款135.03亿元。

在消费扶贫专项行动中，该行
积极探索公益模式扶持贫困地区
品牌和产品，如通过定向直购、“以
购代捐”和“以买代帮”“农发易购”

网络平台推销采购、利用“抖音”等
新媒体宣传推介扶贫点产品等，累
计购买贫困地区各类农产品48.34
万元。在河南省脱贫攻坚小组工
作成效考核中，荣获第一档次“好”，
在脱贫攻坚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抓好中长期项目，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充分发挥
“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作用，开
展中长期项目营销，积极支持农村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

围绕河南省“982”工程，同省
发改委合作设立了不低于400亿
元的“补短板、稳投资”专项贷款资
金；围绕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
与省农业农村厅合作设立了不低
于 600亿元的专项资金；制定了

《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计划每年审批黄河
流域生态保户贷款200亿元；围绕
国家及地方重大决策部署开展政
策“宣讲行”活动，已在开封、新乡等
5个地市现场签约项目融资超200
亿元……截至目前，该行2020年
已初步对接各类中长项目480个、
金额2520亿元，其中进入项目储
备库264个、金额1176亿元，已审
批项目70个、金额328.6亿元，落

地投放项目141个，金额158.34亿
元，在服务乡村振兴中成绩斐然。

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六稳”“六保”
目标任务依然艰巨。面对当前挑
战，3300多名乘风破浪的河南农
发行人坚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
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帮扶下，一定
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持续
为河南经济发展献力，奋力夺取

“六稳”“六保”工作的全面胜利。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筹措夏粮收购信贷资金500亿元，确保收购资金供应不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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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河南省分行

扛牢国有大行责任
全力稳企业保就业

截至2020年6月末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累计投放各类融资2839亿元，余额达到7731亿元

制造业贷款余额658亿元，较年初净增94亿元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687.1亿元，较年初净增59.4亿元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51.6亿元，高于各项贷款增幅9.1个百分点，已完成总行全年任务的128%

涉农贷款净增78.2亿元，余额达到700.5亿元

扛牢政治责任，“包企到户”抗疫情促复产1
作为国有大行，工行河南省

分行始终将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
上。上半年把做好疫情防控、支
持复工复产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成立了由一把手为组长的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信贷支持工作专
项小组，建立“1+4”专班，制定实
施专项工作意见，按照“每户到专

人、户户必落实”原则为重点企业
配备助企客户经理，保障惠企政
策落地生根。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当下，
工行河南省分行主动对接全国性
和地方性名单内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用好专项再贷款，一户一
策，优先保障，能贷尽贷，做到了

疫情防控与支持复工复产两不
误。

前 6个月，为 68家名单内企
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12.6亿元，
132 户全国性名单企业开户率
77.3%、优惠贷款投放 7.2 亿元；
882 户 地 方 名 单 企 业 开 户 率
62.8%、授优惠贷款投放5.4亿元。

坚守实体本源，金融助力“六稳”“六保”2
服务重点项目，保住经济发

展“压舱石”。重大项目代表着我
省未来发展方向，是带动发展的
关键一招。上半年，工行河南省
分行紧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郑州中心城市和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等重大战略，倾
力支持相关重点项目。前6个月
累计投放公司贷款 784.4 亿元，
同比多投 148.8 亿元，创历史新
高。

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6月末，制造业贷
款余额 658亿元，较年初净增 94
亿元。开展稳外贸稳外资“春融
行动”。为全省进出口企业办理

国际结算 259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发放国际贸易融资 27.3
亿美元、同比增长10.7%。

纾困民营小微企业，畅通经
济发展“微循环”。民营小微企业
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
姓民生，服务小企业就是服务民
生大事。上半年该行通过创新产
品，推出抗疫贷、用工贷、开工贷
等专属信用产品，满足复工小微
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通过加
大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推广应
用，加快网上融资对接、线上审
批、线上投放，在省金融服务共
享平台新增贷款 1296 笔，金额
达到35.9亿元。截至6月末民营

企业贷款余额 687.1 亿元，较年
初净增59.4亿元。

加大涉农投入，守好社会发
展“稳定器”。河南是农业大省、
脱贫攻坚大省。工行河南省分行
坚持输血与造血、扶智与扶志相
结合，扎实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双
百双千”活动，6月末，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 51.6亿元，高于各项贷
款增幅 9.1 个百分点，已完成总
行全年任务的 128%。同时该行
以全国 500强农业龙头企业、省
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供应
链融资，加大涉农贷款支持力度，
上半年涉农贷款净增 78.2亿元，
余额达到700.5亿元。

主动减费让利，真金白银帮助企业纾困3
在疫情影响下，企业发展遇

到暂时困难，减费让利是最直接
有效的措施。工行河南省分行把
严禁向小微企业收费作为一条不
可逾越的“红线”；对全国性和地
方性名单内企业，按照监管要求
及工总行相关政策，执行优惠利
率；对于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小微
企业，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
促进企业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前

6个月，新发放人民币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 5.08%，较上年末下降 18
个BP，特别是新发放小微贷款平
均利率 4.09%，下降 47个 BP，有
力有效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该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
售、餐饮等行业企业，不盲目抽贷、
断贷、压贷。前6个月，累计对受
疫情影响暂时困难的846户中小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贷款 131.7亿

元落实缓息、展期、续贷等政策。
疫情是大考，工行已作答。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和复杂多
变的国内外环境，工行河南省分
行始终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
终坚守金融本源，以更加科学的
方法，更加硬朗的作风，提高金融
稳企业的质与效，在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作出
新的贡献。

工行河南省分行强力支持我省制造业龙头企业复工复产，在“固链”中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魏利华

疫情如同大考，金融业需作答。

今年，疫情来袭，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小冲击，部分小

微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

在做好“六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落实“六保”任务。

工行河南省分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引领下，在总行和监

管部门的强力支持下，主动扛起大行责任，坚守本源，全力以赴稳企业、保就业，半年来交出优

秀成绩单：前6个月累计投放各类融资2839亿元、同比多投600亿元，余额达到7731亿元、较

年初净增442.6亿元、同比多增127亿元。

（文字整理 杨珂） （文字整理 孙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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