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在肩，减费让利惠及小微 1
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活

跃的主体，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细
胞。面对疫情冲击，不少小微企
业遇到了资金困境，甚至生存危
机。中信银行郑州分行通过延
期、减费让利为企业减轻负担，与
企业共渡难关。

对无法偿还贷款本金或利息
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采取“应延

尽延”的原则给予企业一定期限
的本金或利息延期。今年以来，
已累计为 48个中小微企业调整
还款计划或延迟付息，涉及金额
22.25亿元。

“当企业遇到生存难题时，减
费让利是最有效的举措。”中信银
行郑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说，减费
让利首先要从规范收费做起。为

此，该行下发了《规范信贷融资收
费工作方案》，加大中收业务减
免力度。自疫情发生以来，共为
企业减免各项费用 3591 万元。
同时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大
补贴力度，引导贷款利率下降。
7月末，新投放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 较 年 初 下 降 48bps，还 利 于
企业。

突出重点，真金白银夯实“压舱石” 2
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如同地方

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是经济发展
的主引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围绕
国家战略等重大项目、重点企业重
点给予支持，确保金融活水不断流。

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该
行不断加大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等重大战略支持力度。根据
2020 年 980 个省级重点项目名
单，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开工的资金

需求，组织认领436个重点项目，
并为37个省内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批复授信额度 321.58亿元，
放款46.3亿元。

加大制造业企业支持力度。
针对河南区域内优质制造业客户，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建立专门授信
审批团队，“一户一策”制订授信方
案，在严格执行审查审批标准的同
时把握弹性对企业加大信贷支持。
截至7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15.37

亿元，较年初增加23.31亿元，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5.92亿元，较
年初增加12.26亿元，增速89.75%。

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综合运用表内
贷款、内保外贷/债、出口信贷等产
品，为外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促
开放、优环境，用多样金融手段促
进“双循环”良性互动。今年以来
累计为 84户涉外企业发放贷款
64.86亿元，办理保函3.39亿元。

科技赋能，服务企业“量体裁衣” 3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以

自身的稳健运行为前提。在疫情
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国际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加。为了
应对“波动”，中信银行加大科技
投入力度，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制度创新，更加主动作为，深
入了解实体经济需求，为其提供
精准服务。

创新产品。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通过信ｅ链、信保理等无担保
无抵押的贷款创新产品，流转核
心企业信用，对上游小微企业供
应商发放信用贷款，拓展了小微
企业融资渠道；通过信e池业务为
企业盘活票据资产，满足企业在
票据金额、期限、承兑行等错配需
求，扩展出池流贷、票据、信用证

等融资品种，解决企业支付问
题。截至 7月末，共为 17户核心
企业开展信ｅ链供应链融资业务
109户，累计融资金额3.34亿元；
为51户企业开展信e池业务，累计
融资金额17.34亿元，有力地支持
了企业复工复产。

创新服务。加大科技赋能，
为小微企业提供全线上、自动化
的金融产品，提升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可得性与覆盖面。中信银行
郑州分行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短、
频、急的特点，借助大数据、互联
网等技术，为小微企业提供足不
出户的线上化贷款服务。如票 e
贷、物流e贷、银税e贷、信e链等，
2020 年以来累计向小微企业投
放线上贷款18.亿元、近1200笔。

创新担保方式。加大信用贷
款投放力度，提升实体经济服务
能力，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不断提升
信用贷款投放占比，截至2020年
7月末，新投放信用贷款120.06亿
元，占各项贷款的27.37%，较年初
增加2.37个百分点。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信银
行郑州分行将观大势、思大局，时
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练就担
当作为的本领。下半年将紧扣

“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
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
好地结合起来，推动金融服务降
本增效，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有更多的中信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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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六稳”“六保”金融在行动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不忘初心守本源
力挺实体渡难关

截至2020年7月末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该行对公一般贷款余额948.09亿元，为小微企业投放普惠法人贷款28.22亿元

为37个省内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批复授信额度321.58亿元，放款46.3亿元

制造业贷款余额115.37亿元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5.92亿元，较年初增加12.26亿元，增速89.75%

新投放信用贷款120.06亿元，占各项贷款的27.37%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章世刚 张倩

大疫如同大考，金融业需作答。中信银

行郑州分行交出了优秀的答卷。

该行始终坚守本源，通过机制创新、产

品创新、减费让利，打出了支持实体经济“组

合拳”，为稳企业、保就业，做出了金融支持的重要一环：截至7月31日，该行对公一般贷款余额

948.09亿元，较年初增加95.26亿元，增速11.17%，为小微企业投放普惠法人贷款28.22亿元，

用真金白银的硬投入助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运转。

中原银行

致力“一小”“一大”“一链”
稳定经济基本盘

创新服务，小微企业活起来1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李昂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活，实体强。

面对国内疫情影响与国际市场双重冲击，

金融业如何实现自身稳步发展，进而扛实稳企

业、保就业的责任，考验着从业者的智慧。

中原银行作为省属法人银行，始终坚守服务本源的定力，加大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提升

服务社会的能力，着眼“一大”“一小”“一链”打通市场“大动脉”与“微循环”，用实际行动做到稳

企业、保就业。

复工复产之际，中原银行工作人员到省内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实地调研

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毛细
血管，“毛细血管”畅通，经济肌体
才能有活力。中原银行针对小微
企业“短、急、频”的融资需求，通
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减费让
利，打通服务小微企业的“难点”
和“赌点”，用金融力量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活力。

小资金解决大民生。小微商
户托起千家万户的生计，“商超V
贷”的诞生，给疫情影响下的便利
店、商超等小微商户拨开了生存
阴霾。“符合条件用户2分钟完成
在线申请，3分钟知晓审批结果，

最快 1天内到账，最高额度 50万
元”。该产品4月25日上线，截至7
月末，累计申请9752户，审批通过
4002户，累计批复金额4.67亿元。

大数据温暖小企业。疫情发
生以来，该行聚焦先进制造、脱贫
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外资
外贸、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
运输等 8 大重点领域的中小企
业，组织企业依托全国中小企业
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河南站(即

“信豫融”网站)在线申报融资需
求，运用大数据手段为小微企业提
供更精准可达的贷款支持。截至

7月末，该行通过金融服务共享平
台向3170家企业提供了 4084笔
贷款，总额度153.96亿元。

减费让利活水直达中小微。
今年以来，该行新发放贷款平均利
率较去年下降明显，截至7月末，
该行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
往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五八。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办理续贷
业务 105.18亿元；普惠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余额达7.39亿元，服务小
微企业9458户……一串串数字说
明了中原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手
段不断丰富，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加大投入，大项目推进“加速度”2

截至2020年7月末

中原银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该行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往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五八

该行通过金融服务共享平台向3170家企业提供了4084笔贷款，总额度 153.96 亿元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办理续贷业务105.18亿元；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达7.39亿元

落地重大项目215个，落地金额301.5亿元

供应链融资业务量已超过140亿元

涉农贷款余额674亿元，较年初新增45.5亿元

重大项目是我省经济稳定发
展的“稳定器”“压舱石”。中原银
行通过精准服务、综合服务，提高
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帮助
大项目推进加速前行。

2020年以来，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精准支持重要带动作用项目
工程，中原银行助推“三区一群”、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国家及全省重大战略落地，全
面对接河南省补短板“982”重点
项目、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河南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项目清单，梳理450个融资项目，
意向融资金额1400多亿元。

通过银团、ABS、撮合、发债
等“商行+投行+投资”的投融资
模式，中原银行着力加强交通、信

息、水利、能源、生态环境、教育、
医疗卫生等支撑能力配套项目建
设，深度挖掘地方经济新动能。
截至 7 月末，落地重大项目 215
个，落地金额301.5亿元。

同时该行还密切关注改革所
催生的新兴市场、新生态、新兴企
业，主动调整信贷投放，服务我省
产业转型升级。

统筹推进，产业链条“转起来”3
在经济体系中，企业是“细

胞”，产业链是“脉络”，脉络畅通
细胞代谢才能正常。上游阻隔，
下游就会“断粮”；下游延宕，上游
就会造成库存积压。

中原银行树立全产业链思
维，着力在固链、强链上下功夫。
利用大数据手段打造的现金管理

“原银 e管家”，为客户提供综合
金融服务；针对国内融资服务打
造的“原银 e融通”与“原银 e链
通”品牌，将金融服务“场景化”地

嵌入到企业生产经营及与上下游
中小企业的交易中，保障产业链
的健康发展及上下游资金的良好
融通。截至7月末，中原银行供应
链融资业务量已超过140亿元。

河南这个农业大省，疫情发生
以来，该行还通过提供宽限服务、降
低贷款产品利率、开展减免息活动
等措施，有效地保障在春耕备耕关
键时期农资供应类信贷资金需求，
保障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截
至7月末，中原银行涉农贷款余额

674亿元，较年初新增45.5亿元，其
中，农户贷款余额145.1亿元，农村
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499.15亿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对金融
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中原银行
全行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加大技术创新、服务创
新、努力将危机变机遇，为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
献更多金融力量。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考察信阳市上天梯管理区矿产加工企业，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文字整理 杨珂） （文字整理 孙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