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0年6月末

建行河南省分行支持“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该行已累计向各类企业投放贷款1126亿元；

累计为基础设施领域投放贷款超100亿元；新增70亿元制造业企业贷款余额达543亿元；

累积为7万余户小微企业投放普惠金融贷款440多亿元；

国际业务各类信贷产品整体投放385亿元，支持我省企业降成本信贷投放226亿元。

（文字整理 杨珂）

中小微企业是最活跃的细
胞，同时也是最脆弱的主体。“家
底薄弱、信心不足、现金链易断，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生
存面临重重困难。”陶涛说，在这
个关键时刻，金融机构要帮一把，
留得青山才能赢得未来。

原阳农商银行面对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坚持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
的基础上，将财政、担保等相关优惠
政策整合运用，实施临时性延期还
本付息、下调贷款利率、提高征信
容忍度、减免罚息等差异化金融服
务措施，加大信用贷款、中长期贷
款投放力度，降低客户融资成本，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前行”。

今年上半年，累计借用央行
再贷款资金2.55亿元，对 6630万
元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小额
农 户 信 用 类 贷 款 较 年 初 新 增
6698万元，同比多增 5077万元，
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11.44%；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下降 96个基点，为
小微企业减费让利3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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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六稳”“六保”金融在行动

建行河南省分行

打出助力“六稳”
“六保”金融组合拳

千亿资金“倾注”实体1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生力军，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
力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
分小微企业出现资金流动性紧
张。对此，建行河南省分行主动
提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缓解
小微企业资金短缺难题，助力小
微企业顺利渡过发展难关。

专项措施，“解渴”小微企
业。建行河南省分行推出“四专
五化十八条举措”，为小微企业提
供专属的信贷产品，安排足额信
贷规模，把普惠金融“活水”精准

“滴灌”小微企业，助其复工复产。
专属产品，为小微企业送上

“及时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建设银行在“惠懂你App”快
速上线“云义贷”产品，为医疗等
疫情防控全产业链，以及受疫情
影响的小微企业及企业主、个体
工商户等普惠金融客群提供“非
接触式”专属信贷服务，驰援企业
抗“疫”，为纾解企业困境送上“及
时雨”。

多元普惠，满足小微企业“差
异化”融资需求。建设银行发挥

金融科技优势，融通工商、税务、
电力等小微企业数据，先后推出

“云税贷”“云电贷”“个体工商户
经营快贷”等 10余款无抵押、无
担保、纯信用普惠金融产品，满足
不同类别小微企业“差异化”信贷
需求，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等难题。让小微企业“贷得
到、贷得省、贷得快”。

今年上半年，建行河南省分
行累积为7万余户小微企业投放
普惠金融贷款 440多亿元，精准
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于晓洋 焦志磊

金融稳，经济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建行

河南省分行发挥国有大行“稳定器”和“调节阀”作

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面落实监

管机构金融惠企政策，适时推出“复工助企”计划，润

实体、惠小微、助外贸，精准服务经济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截至6月30日，该行已累计向各类企业投

放贷款1126亿元，主要投向“新基建”领域、制造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小微企业等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领域，为河南“六稳”“六保”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经济如肌体，金融似血脉，二
者共生共荣。

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
增大。建行河南省分行作为根植
于中原的金融主力军，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和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充分
发挥金融调节效力，持续加大信
贷投放，全力释放流动性，从大动
脉到微循环，精准促进金融与实
体经济良性循环。

聚焦“三区一群”、新型城镇
化、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等重要
领域的重点项目。积极支持5G网
络、新能源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等

“新基建”领域，重点加大对疫情防
控领域制造业客户、传统制造业+
互联网、技术改造升级、智能工厂
建设等方面金融需求的投放力度
等，用金融力量撬动全域实体经
济，激活经济复苏的“全盘棋”。

2020年上半年，建行河南省

分行已累计投放对公非贴贷款
1126 亿元，其中，聚焦省政府补
短板“982”工程等重点建设项
目，上半年累计为基础设施领域
投放贷款超 100亿元；对公非贴
贷款较年初新增 277亿元，同业
排名第一，特别加大制造业企业
贷款投放，上半年新增 70亿元,
制造业企业贷款余额达 543 亿
元。以“金融活水”为省内经济增
动力，促进河南经济复苏和发展。

多元普惠“纾困”小微2

稳外贸首当稳外贸主体。上
半年，该行国际业务各类信贷产
品整体投放 385亿元，支持我省
企业降成本信贷投放 226亿元，
企业平均融资成本 4%左右，用
低成本融资助力河南企业抗击疫
情，助力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创新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实
现供需双方“网上牵手”。建行河
南省分行利用智能化跨境撮合平
台——“全球撮合家”，为企业对
外贸易、跨境投资、工程承包、项
目合作等提供信息发布，累计促
成省内企业多笔医疗防疫物资出
口，金额超亿元。

整合国际贸易全链条数据，为
外贸企业“助力加油”。建行河南
省分行在“单一窗口”上线“跨境快
贷-退税贷、跨境快贷-出口贷、跨
境快贷-信保贷”等专属融资产品，
为外贸企业提供“一点即融”的专
项融资服务，累计为近160家进出
口企业投放约1.8亿元跨境快贷。

创新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力
助外贸企业“减负增效”。针对承
受境内外双重疫情影响的外贸企
业，建行河南省分行联合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建立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融资客户白名单，解决
外贸企业担保少难题，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
同时，疫情发生以来，建行河

南省分行先后两次下调全省小微
外贸企业跨境快贷产品利率，利
率整体下调 14%；在疫情暴发后
第一时间上线跨境快贷延期还款
功能，让外贸企业吃下“定心丸”。

疫情之下，建行河南省分行
将坚持回归金融本源，持续发挥
国有大行“头雁效应”，进一步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依托金融科技优势，加
大信贷投放，全力保障供应链产
业链顺畅运转，为河南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保障。

平台聚力“护航”外贸3

建行河南省分行信贷资金主要投向“新基建”、制造业企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

1加大供给，促复产保民生

县域经济相对薄弱，而疫情
对县域经济影响深、去的慢。县
域又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是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
础。原阳农商银行通过聚焦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就业创业等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做到重点领域需求优

先满足、贷款优先发放、服务优先
保障，用金融力量为原阳县域经
济重启按下了“复工键”。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当下，该
行积极发挥县域金融主力军作用，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针对
保障基本民生的重点粮食生产、畜
禽养殖等涉农领域和产业链核心

企业支持力度，认真落实再贷款政
策，为百姓装满“粮袋子”“菜篮子”

“肉盘子”给予更多金融倾斜。
截至 6 月末，该行涉农贷款

较年初净增 5.86 亿元，余额达到
36.68亿元，占比达到 96.34%；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净增
9934万元，增幅达到18.19%。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李涛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诸多中小微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

霜。中央审时度势，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了“六保”任

务。稳企业保就业，成为金融机构的共同使命。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原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涛说：“作为一家深

耕县域、服务小微的金融机构，面对疫情冲击，守好主阵地，打好主动仗，通过创新服务、优化流程、加

大供给，全力做到稳企业、保就业。”截至6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38.08亿元，较年初净增5.86亿

元，增幅18.17%，较去年同期上升4.98个百分点，同比多增2.47亿元，贷款增量创同期历史新高。

原阳农商银行

原阳农商银行

做好普惠金融
稳企业保就业

复工复产之际，原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涛带队到企业实地调研

截至2020年6月末

原阳农商银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38.08亿元，较年初净增5.86亿元，贷款增量创同期历史新高

该行涉农贷款较年初净增5.86亿元，余额达到36.68亿元，占比达到96.34%

（文字整理 孙婷婷）

金融服务要扩大覆盖面,同
时也讲究精准。原阳农商银行充
分发挥自身点多面广的优势，以
党建金融联盟为“切入点”，主动
对接市场监管局、园区企业管理
方、村组干部，深入开展扫街、扫
园、扫村、扫户“网格化”金融服

务，精准主动对接融资需求，对符
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村民等“整企授信”“整园授信”

“整村授信”，实现服务直面市场
主体，资金直达实体经济。

该行变“等客上门”为“服务上
门”，遵行“一次性”告知、把“办贷

不求人、信贷送上门”理念融入服
务。奉行“一站式”服务，开辟绿色
通道，建立快速反应、快速决策、快
速放款机制，推动融资链条再缩
短、业务办理更便捷。不仅为企业
降低资金成本，同时降低时间成
本，解决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堵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场主
体的融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变
不可怕，怕的是认识不到变化，不
能适应变化。”陶涛说，当下，该行
在用好“一家亲”贷款、“金燕 E
贷”、“微易贷”、“税金贷”等金融
产品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基础上，
针对疫情影响下不同企业个性化
融资需求，创新推出“复工贷”“地

摊贷”等抗疫类信贷产品，累计发
放贷款11.11亿元。

为了提升企业的获得感，该行
全面畅通申贷渠道，推出手机银
行、微信公众号审贷平台，实现业
务“云申请”；下放小额贷款权限，
精简贷款资料，实行独立审批人制
度，提高审批效率，小额贷款从受
理到发放全流程不超过3天。

原阳农商银行作为一家扎根

基层的银行，在黄河文化的滋养
下，善于扬长避短、扬长补短，危中
求机、化危为机。面对疫情与经济
下行压力带来的双重挑战，该行始
终强化底线思维，常观大势、常思
大局，发挥金融主力军作用，以决
战决胜姿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助力县域经济这个“扭
结”更加牢靠，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更多贡献。

2传递温度，精准纾困企业

3精准服务，疏通融资堵点

4加快创新，提升服务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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