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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8月末

浉河区农信联社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各项贷款余额68.44亿元，较年初净增9.35亿元

贷款户数8008户，较年初净增1459户

累计为63家优质企业发放复工复产贷款6.05亿元

共发放扶贫贷款14685.99万元，带动贫困户3763户，政策覆盖率达60.19%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28亿元，支持户数1930户，让利金额达9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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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六稳”“六保”金融在行动

●● ●● ●●

信阳市浉河区农信联社

巧引金融活水战疫情
全力支农支小见实效

固始农商银行

服务复工复产显担当
纾困实体经济展作为

截至2020年8月末

固始农商银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各项贷款余额达121.42亿元，较年初增加12.65亿元，贷款增速达11.63%
疫情期间累计投放各类贷款38.74亿元，占2020年各项贷款累放额的83.15%

疫情期间累计发放中小企业贷款198笔、8.58亿元，占2020年投放企业贷款余额的81.64%
“首贷户”企业占当年发放企业贷款户数的59.02%，金额占30.07%
增加中长期贷款支持，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较年初增加7.76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杨超

服务三农、助力小微是农商银行不变的初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落实“六稳”“六保”政策是农商银行在特殊时期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今年以来，固始农商银行在省农信联社的正确领导下，严格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统筹抓好信贷服务优化、减费让利政策落实和信贷产品创新，不

断加大信贷投放、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2020

年8月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达121.42亿元，较年初增加12.65亿

元，贷款增速达 11.6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38.74亿元，占2020年各项贷款累放额的83.15%。

信贷服务一帮到底，解决企业融资难1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

济稳。服务企业复工复产的核心
在于做足做优信贷服务，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固始农商银行
狠抓贷前、贷中、贷后各个环节的
信贷服务支持，用一帮到底式的
服务保障企业融资无忧。

贷前强化宣传，送达政策“金
钥匙”。

疫情期间，固始农商银行将各
项优惠政策、自身产品和服务编制
成明白手册，借助营商环境评价工
作和“三送四明白”活动发放给企
业千余份，让企业切实体会到“一
册读懂政策无担忧，解决融资困难
有保障”，用款更明白、更有底气。

贷中主动作为，提供融资“雪
中炭”。

积极对接，解决难题。2020
年，该行持续推进覆盖全辖的“整
村授信”工作，不断提高小微企业
授信覆盖面、降低企业户均贷款
余额。在此基础上，按照各级各

部门要求，积极推动“百行进万
企”“百千万三年行动计划”“861
暖春行动”和营商环境评价等一
系列融资对接活动，加大对“首贷
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平
稳复工复产。5月 14日，该行召
集相关企业召开营商环境评价暨
银企对接会，倾听企业呼声，现场
为固始县营商环境评价样本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

简化流程，提高效率。按照
“实质重于形式”和“续贷从简”的
原则，采取线上申贷、线上上会、
线上审批等方式，为企业开辟绿
色通道。2020年春节期间，固始
县河南康利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在缺乏足值抵押物的情况下，急
需 200万元资金采购口罩生产原
料熔喷布。知晓此情况后，固始
农商银行多次与县产业集聚区协
调沟通，确定以其他公司担保的
方式，为该企业投放贷款 200 万
元，既保证其如期复工，又保障了

全县防疫物资供给。
科技赋能，精准扶持。强化

大数据运用，积极借助河南金融服
务平台和信豫融等大数据金融服
务平台，第一时间感知企业痛点，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截至8月底，
通过河南金融服务共享平台累计
支持企业136家、授信金额3.58亿
元；通过信豫融大数据平台共支持
企业9家、金额0.47亿元。

贷后延长期限，填满经营“釜
底薪”。

针对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的
严重影响，对小微企业不盲目抽
贷、断贷和压贷，同时根据企业生
产经营状况，合理延长制造业、餐
饮住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企
业的贷款期限，增加中长期贷款
支持，缓解实体经济“阵痛”。截
至 2020年 8月底，该行累计支持
续贷企业 44家、金额 4.41 亿元。
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较
年初增加7.76个百分点。

减费让利、普惠企业是银行
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的关键。2020年，固始农
商银行从落实优惠政策、创新优惠
产品入手，全心全意为小微企业破
除融资贵的难题。

该行持续减免小微企业和个
人客户账户开户费、网上银行和
手机银行转账手续费、小额账户
管理费、贷款抵押登记费等各项
费用，采取调整非自动转存存单
到期转存方式、增加客户收益等
措施，主动让利，让小微企业和个
人客户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将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年化利率
下调0.5个百分点，切实减轻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积极向人行申请

支农再贷款资金，发放较低利率
支农贷款，仅此一项可为企业降
低融资成本589.50万元。

今年，该行根据疫情防控期
间市场需求，以“利率低、额度高、
授信时间长、手续简便、放款快”为
设计理念，大力推广多种普惠类中
小企业贷款。

为纳税信用等级较高的中小
企业推出银税贷，月利率低至
5‰，授信额度高达100万元；

为小微企业及小微企业主推出
流水贷，月利率低至4.8‰，授信期限
长达20年，授信额度高达100万元；

为支持企业、小微企业主、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产，推出复工贷，
月利率低至 6‰，授信额度高达

100万元；
为激发“双创主体”活力，推

出创业贷，授信额度高达30万元，
执行利率在该行同档次普惠贷利
率的基础上下调 0.5%，2020年 9
月份办理的创业贷，不分额度大
小，月利率均只有5.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固始
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杨世
宽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持
续优化产品和服务方式，全方位
服务好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融
资需求，肩负起特殊时期农商银
行应担当的政治使命、历史使命，
为县域经济发展，为社会繁荣稳
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普惠让利双管齐下，破解企业融资贵2

坚持党建引领 打好复工复产优质服务“组合拳” 1
越是困难，越要敢于担当，

越是困难，越是考验能力。浉河

区农信联社坚持党建引领，将

“党建+金融”有机结合起来，通

过推行“党委包片、党支部包区、

责任到人、全面覆盖”的网格化

管理，迅速出台惠企政策清单，

统筹金融之力服务“六稳”“六

保”大局，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大局。

提高站位，支农支小有态度。

自明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和“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后，浉

河区农信联社第一时间召开专题

会议，并将支持复工复产做好“六

稳”“六保”纳入党委重点工作，及

时制定下发《疫情期间加大信贷

服务力度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

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方向和具体

要求。

以党建引领“百日营销竞赛”

活动的深入开展，充分发挥党建、

金融协同共建的组织优势，不断

提高党建工作带动企业经营发展

的能力。各党支部通过与乡镇党

委政府沟通对接，加强与村“两

委”协作互动，“党建+金融”有效

融合，相互促进。同时，100天的

竞赛活动不仅增强组织资金实

力，小额贷款投放力度也持续加

大，有效发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和支持复工复产的积极作用。

精准施策，资金支持有力度。

坚持“不抽贷、不断贷、不压

贷”，浉河区农信联社通过延期还

本付息、下调贷款利率、减费让利

等差异化金融服务措施，“一户一

策”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为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低

成本、普惠性的信贷支持，助力企

业“轻装上阵、加速前行”。截至

8月末，累计为6家小微企业的到

期贷款办理了展期手续，合计金

额 9080万元；对 1家受疫情影响

的企业，累计提供1000万元的利

息延期服务。

浉河区是信阳毛尖的主产

地，为支持辖内春茶生产，浉河区

农信联社累计走访文新毛尖茶

叶、豫信茶业等 27家企业，与其

达 成 信 贷 投 放 意 向 11040 万

元。在信阳市金融工作局等部门

的支持下，举办春茶生产贷款签

约仪式，现场向 8家茶企茶农授

信签约1810万元。今年以来，累

计新发放茶产业贷款 327笔，金

额16228.64万元。

聚焦主业主责 下足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及时雨” 2
融资“难、贵、慢”一直是困扰

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难题。疫情，

加剧了企业的生存困境。

浉河区农信联社聚焦主业主

责，立足“支农支小支微支特色”

的市场定位，坚守“回归本源，服

务三农，赋能实体”的经营理念，

加快信贷投放节奏，切实缓解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提速增效，需求响应有速度。

畅通中小微企业融资通道、

推进其复工达产是一场“和时间

的赛跑”。浉河区农信联社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最多跑

一次”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申贷流

程。

推动企业融资链条再缩短、

业务办理更便捷——开辟绿色

通道，优先受理审批，简化办贷

手续，缩短审批时间，建立快速

反 应、快 速 决 策、快 速 放 款 机

制。

提 高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覆 盖

面——深入开展“百行进万企、万

人进万村”活动，分别在乡村和城

区开展整村授信和网格化营销，

制作“助力贷”“依存贷”“惠茶贷”

明白卡，推介适合中小微企业的

专业化、个性化融资产品。截至

8 月末，线上线下对接企业 107

次、落地金额60810万元。

创新举措，助企惠民有温度。

针对疫情影响下不同企业个

性化融资需求，浉河区农信联社

开发“惠茶贷”“助力贷”“天使贷”

等抗疫复工系列贷款产品，加大

对复工复产相关行业贷款力度，

执行优惠利率。

积极推广移动办贷和线上办

贷，大力推进手机银行线上平台

以及“金燕e贷”线上产品。今年

以来，累计通过线上渠道发放贷

款768笔，金额14268.49万元。

深化线下普惠金融建设，辖

内 49家金融便民服务点均悬挂

“助力复工复产”条幅，进一步延

伸金融深度和广度，为助力市场

主体复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不断加大电子机具布放力度，截

至 8月末，布放自助设备 57台，

POS终端 893 台，刷卡机 20台，

基本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全覆盖，

达到了“近不出村、远不出镇”的

“10分钟金融服务圈”目标。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李论 顾碧娟

众志成城，直面疫情挑战；克难攻坚，彰显金融担当。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浉河区农信联社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在省

农信联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切实担当‘金融豫军’主力银行职责，

以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为着力点，加大信贷支持，创新产品服

务，优化业务流程，以‘逆势而上’的金融支持举措为实体经济‘输

血’，为企业复工达产按下‘加速键’，充分做到‘支农支小有态度、

资金支持有力度、需求响应有速度、助企惠民有温度’。”8月28日，

浉河区农信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刘勇如是说。

固始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来到当地白鹅养殖大户了解资金需求情况 浉河区农信联社领导班子实地走访茶叶销售商门店，详细了解其生产及销售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