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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六稳”“六保”金融在行动

服务河南“硕果累累”1

截至2020年7月末

农行河南省分行支持“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累计对1452户企业办理续贷、展期9.52亿元

累计对1434户企业办理延期支付利息0.40亿元，累计减免贷款利息1.43亿元

累计投放重大项目贷款308亿元

累计向民营企业新发放贷款88.52亿元

（文字整理 杨珂）

农行河南省分行

发挥综合金融优势
努力稳企业保就业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杨志勇 徐民 陶丽敏

今年疫情发生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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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让

各类企业渡过难关，尤其是让中小微企业存活下去，是稳住经

济基本盘的前提条件。农行河南省分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的相关决策，认真落实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银行总行相

关部署，切实提升综合金融服务，以“保市场主体”为关键，在稳

企业保就业的工作中积极发挥金融“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

“我们是国有大行，同时也
是根植河南的银行，我们始终将
服务河南经济发展为己任。”农
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
玉华说，尤其是面临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和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
影响，金融更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想
在前，干在前。该行结合省情行
情，认真细化落实农业银行总行
《关于进一步强化信贷支持防控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的 通
知》《关于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
紧急通知》等10余个政策制度性

文件，从支持疫情防控企业、助
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减免各项
费用、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提高
不良容忍度、实施尽职免责等方
面为“稳企业”“保市场主体”提
供政策支撑。

该行针对国家有关部门疫
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通过积极
开辟信贷抗疫“绿色通道”、适度
下放审批权限、优化业务办理流
程、足额保障信贷规模、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等措施，推动防疫重
点客户信贷需求顺利投放。截
至 7月末，农行河南省分行共为
142家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领

域重点支持客户累计投放疫情
防控相关贷款42.18亿元。

该行累计向 7012 家企业授
信 1746.20 亿元，累计新发放贷
款 257.55亿元，其中向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河南中原高速股份有
限公司发放信用贷款27亿元，有
力支持了企业的复工复产。针
对受疫情影响困难企业暂时无
法偿还到期贷款本息的情况，该
行累计对1452户企业办理续贷、
展期 9.52 亿元，累计对 1434 户
企业办理延期支付利息 0.40 亿
元，累计减免贷款利息 1.43 亿
元。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讲究精
准。为了精准服务实体经济，农
行河南省分行针对不同市场主
体，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多措
并举量体裁衣。

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根
据分支机构管理能力和业务需
要，将授信 500万元以下小微信
贷审批权全部下放给二级分行，
提升小微信贷审批效率；推行

“最多补充一次+限时办结”机
制，切实缩短贷款办理时限。无
特殊情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采取直接审批方式。

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大项
目信贷支持。紧紧围绕国家“一
带一路”“三区一群”等国家重大
战略，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
累计投放重大项目贷款 308 亿
元。持续加大民营企业的信贷支
持力度，截至7月末累计向民营企
业新发放贷款88.52亿元。

加 快 对 小 微 企 业 信 贷 投
放。在支持小微企业方面，农行

河南省分行单列授信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计划，足额匹配信贷
规模，强化差异化信贷政策支
持，积极推进减费让利。通过持
续抓好“纳税 e 贷”“抵押 e 贷”

“链捷贷”等线上产品及“税银
通”“简式贷”“科技贷”等线下特
色产品营销服务，7月末该行普
惠 型 法 人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净 增
23.79亿元。在积极做好信贷支
持的同时，该行严格落实监管部
门要求，通过全面落实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以及合理把握展约期
节奏等措施，积极为小微企业解
困纾困。

积极推进减费让利。加强
收费管理，除贷款利息外不收取
其他任何贷款相关费用。实行
优惠利率，对疫情防控相关的企
业实施优惠定价，确保全国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内的企
业获得优惠贷款利率。

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及企业。不断加强对疫

情期 间 信 用 风 险 的 管 理 和 监
测，通过系统预警等手段，前瞻
性实施风险防控，及时掌握企
业受影响情况，提前对接客户
续 贷 需 求 ，减 轻 企 业 还 款 压
力。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
旅游等行业，特别是有发展前景
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严格落实

“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通过
灵活运用展期、重新约期、收回
再贷、再融资、调整业务品种、
调整贷款利率、转移承贷主体、
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
方式实施风险化解，全力支持企
业恢复生产经营，帮助企业走出
困境。

面对严峻形势、艰巨任务，
农行河南省分行将初心使命牢
记心头，将千钧重担挑在肩上，
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过程中，
贡献更多“农行力量”。

1强化制度保障，服务复工复产有“法”可依

作为省政协委员的焦作中旅
银行行长游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焦作中旅银行始终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全面落实疫情防
控工作‘不放松’，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加速度’，切实保障金融服
务‘不打烊’，用行动书写战‘疫’
答卷。”焦作中旅银行是这样说
的，更是这样做的。

加强措施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该行先后出台了加大防疫资
金投放、优惠利率减免费用等 6
条金融措施，推出关爱疫情防控
一线人员贷款免息、利率优惠等8
项专属服务。同时，该行在人行
的支持下成功获批 20 亿元再贷
款额度，并向国开行申请 12亿元
新增转贷款额度，还在全国银行
间市场成功发行 1亿元疫情防控
专项同业存单，为企业纾困解难

注入金融“活水”。
下发工作方案。先后制订下

发《关于落实人行“开展央行资金
护航快车活动”实施方案》《焦作中
旅银行关于推进进一步加强“支小
再贷款”信贷业务投放的通知》以
及 2020 年扶贫小额信贷推动方
案，并下发关于全面提高金融服务
质效的相关要求，切实缩短服务链
条、提高审批效率、助推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姜英超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两者共生共荣。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小

冲击。焦作中旅银行，作为一家扎根本土、致力于打造旅

游特色的银行，始终将发挥自身特色，服务实体经济为己

任。在非常时期用“创新发展”的非常之功，以“速度+温

度”的非常之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焦作中旅银行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降本增效帮扶实体

截至2020年7月末

焦作中旅银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惠民贷累计发放3459笔，2.09亿元

支小再贷款投放贷款14.67亿元，加权平均利率4.51%

产业扶贫贷款共49笔，贷款余额2.32亿元，带贫总人数1198人

（文字整理 孙婷婷）

2加快产品创新，助力“六稳”“六保”量体裁衣

3加大普惠力度，多措提升惠企利民质效

农行河南省分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信贷支持，其中绿色金融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该行工作的重点

服务实体量体裁衣2

制度有保障，服务有产品，金
融业全力将工作落到实处。为了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焦作中旅银行加大了
产品创新工作力度，扩大了惠企服
务范围，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

加快产品推出速度。持续推
出医采贷、政采贷、应收账款质押
贷、酒店客房间夜权质押贷、旅薪

贷、旅政通、旅税通、知识产权质
押贷、农家乐贷、惠民贷、优续贷
等多款产品。在做到对受困企业
不盲目抽贷、压贷、断贷、停贷的
前提下，广开渠道、一户一策，为
受困企业包括旅游类企业量身定
制帮扶方案和授信政策。

提升金融服务温度。该行充
分发挥地方法人银行优势，缩短

业务审批流程，开通疫情防控和
支持复工复产“绿色通道”，加强
应急服务管理，积极开展回访工
作，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适时推出
免息减费优惠。同时，充分利用
数字银行平台，优化线上业务服
务体系。一系列有温度的服务，
帮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资金成
本，减轻企业发展负担。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该行持
续加大普惠工作力度，以决战决
胜的姿态，让惠企利民之策落到
实处。

高效服务解客户燃眉之急。
疫情防控吃紧之际，该行启动快
速响应机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
仅用了不到 4 天的时间，成功为
博爱某医疗公司新增 2000 万元
专项授信额度，确保了战“疫”企
业“不差钱”。复工复产之际，仅
用两天时间就为焦作某机械公司
成功发放无还本续贷流动资金贷
款 150万元，保障企业复产“动力
足”。在旅游业遭受重创之际，该
行积极探索“旅游+乡村振兴”的
金融服务模式，着力解决景区资

金需求，为焦作云台天阶国际饭
店提供3000万元金融服务支持。
后续该行将发挥旅游特色银行优
势，继续围绕云台山景区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预计投放金额1.5亿元，
有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该行先后开设 7 家惠
农支付点，在持续推出农家乐贷、
特色化农产品供应链业务、支小
再贷款业务等基础上，加载农村
电商、益农信息等服务，帮助农村
扩 大 综 合 服 务 生 态 圈 。 截 至
2020年 7月末，惠民贷累计发放
3459 笔、2.09 亿元；支小再贷款
投放贷款14.67亿元，加权平均利
率 4.51%。同时，因地制宜，加大
对特色景区村民的帮扶力度。

深入开展金融扶贫。焦作中旅
银行以“产业扶贫”为依托，以扶贫
小额信贷为抓手，积极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发展。截至2020年7月末，
产业扶贫贷款共 49笔，贷款余额
2.32 亿元，带贫总人数 1198 人。
扶贫小额信贷户数182户，贷款余
额 699.7 万元，较年初增加 191.5
万元。

形势逼人，时不我待。焦作
中旅银行将继续强化使命意识，
扛牢金融主力军责任，始终坚持
金融回归本源，持续发挥旅游金
融的特色优势，不断创新金融产
品，凝心聚力、加压前行，以决战
决胜的姿态，在奋力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贡献
更多“中旅力量”！

焦作中旅银行充分发挥特色金融优势，助力省内旅游产业复工复产，“贷”动全域文旅产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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