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力度大，打出减费让利“组合拳”

1行动早，助力复工复产“马力足”

2招数新，数字化金融普惠“小微”

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在河南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的进程中，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始终是金融行业的先行者。

今年以来，该行充分发挥全
球化、综合化优势，深度融入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
加大对外向型企业融资支持力
度。出台《稳外贸“13 条”措施》
《疫情期间支持稳外贸实施差异
化授信管理指导意见》等系列政

策，加大外贸信贷投放，保障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重点推出
十大线上产品，包括在线自助挂
单结汇、在线跨境汇款、在线保
函、在线供应链融资等，为企业提
供足不出户的一站式、线上化、便
捷化全流程金融服务。

该行利用跨境金融服务渠道
优势，结合省内产业特点，加强线
上线下沟通对接，帮助各级政府
开展招商引资、引智活动。加大

“三外”重点企业支持力度，提供
授信支持 700亿元。做好外贸企

业资金结算，为省内 6000家进出
口企业累计办理进出口结算1300
亿元人民币、跨境人民币结算200
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四大行首位。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面对风险挑战，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始终坚定信心，扛
稳责任，主动担当，提升能力，发
挥优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以决战决胜
的姿态，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中行”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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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六稳”“六保”金融在行动

交行河南省分行：

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杨宽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在做好“六稳”

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落实“六保”任务。

疫情如大考，金融需做答。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通过助

力复工复产、纾困小微企业、落实减费让利，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截至

2020年7月末，该行人民币实质性贷款累计投放513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122亿元。

企业复工复产，金融保障不可
或缺。该行早谋划、早行动，制定
《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的26项金
融政策》，通过提供专项信贷额度，
加大贷款展期、续贷力度等各类扶
持举措，为经济复苏保驾护航。

“重点项目、重点产业是经济
发展的压舱石，扭住重点产业的

‘牛鼻子’，可以有效带动关联产
业的复苏和发展。”交行河南省分

行负责人杨勇告诉记者。疫情发
生以来，该行聚焦服务产业转型、
新基建、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
重大项目，加大信贷支持，通过帮
扶一个产业、激活一群企业、稳定
一个链条。截至7月末，该行共支
持省级重点项目47个，金额75.54
亿元。

为确保政策有效推进，该行
做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快

资产投放。随着一个个硬招、实
招的落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按
下“快进键”。截至7月末，该行在
重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生
活 物 资 保 障 企 业 资 金 投 放 达
22.05 亿元；为交通运输、文化娱
乐、住宿餐饮等受疫情影响严重
行业提供贷款 60.40 亿元。一股
股金融活水的流入，企业复工复
产动力十足。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
者共生共荣。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位于“中国医疗耗材之都”长垣的
驼人医疗器械公司加班加点生产
战“疫”物资，急需流动周转资金。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躬身入局、勇
于担当，优化审批环节，开辟绿色
通道，仅用 2天时间补齐了企业 1
亿元资金缺口，保障资金不断流，
生产不断线，战“疫”有底气。

于非常之时，成非常之功。中
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坚决扛稳抓牢
政治责任，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
工作领导小组，分解工作职责、出

台配套政策、加大服务力度，多措
并举助力复工复产复市，助力我省
经济发展按下“重启键”。

第一时间出台《做好疫情防
控支持企业复工复产“26 条”措
施》，累计为40户疫情防控重点企
业发放防疫专项再贷款 12.2 亿
元，投放户数和金额均居省内金
融机构前列。创新推出“抗疫贷”

“复工贷”“创业担保贷”“惠农贷”
等金融产品，优化信贷流程、突出
线上服务，支持个体工商户、小微
企业主复工复产。大力推广中银

“票 E 贴”，利用线上融资平台为

1300 余家企业提供贴现 152 亿
元，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分
别与郑州市政府、省房地产业商
会、郑州市餐饮协会等签订合作
协议，全力支持复工复产复市。

面对疫情冲击下的企业资金困
境，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持续加大
对困难企业帮扶力度。通过延期还
款、调整还款计划、无还本续贷等缓
解企业还款压力；通过减费让利、压
降利率，切实为企业纾困减负。今
年上半年，该行累计帮扶困难企业
265户，稳定授信58.6亿元，累计承
担或减免小微企业信贷费用1亿元。

初秋的凌晨，原阳产业集聚
区灯火通明，上百辆冷链物流运
输车将巴奴火锅、土大力、阿利茄
汁面等网红美食运往全国。原阳
已经从中原“粮仓”蝶变成为国内
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

从“粮仓”到“厨房”，中国银行
功不可没。自园区成立之初，该行
就致力于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一对
一”金融服务，小到账户开立、转账
汇款，大到项目融资、授信支持，为
一个个“厨房”插上蜕变的“金翅
膀”。上半年受疫情冲击，下游门
店业绩下滑，园区“厨房”受到影
响，该行在最短时间内为园区入驻
企业批量批复授信 6000万元，支
持企业渡过难关。“中行雪中送炭，

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新鲜的毛肚才能持续送到千家万
户的餐桌上。”河南禾胜合食品负
责人动情地说。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常冰雁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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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减疫情对企业
的影响，河南中行牢固树立全产
业链思维，围绕核心企业、重大
项目，全力支持服务全产业链条
上下客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该行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地
方金融监管局，携手建立重大项
目融资对接长效机制，持续加强

对“两新一重”等领域的授信支
持，大力支持高端制造、大健康、
节能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
以及 5G、人工智能、老旧小区改
造等重点领域。截至6月末，该行
累计为我省 132个重点项目批复
1170 亿元授信，累计投放 80个，
投放金额262亿元。

此外，该行依托丰富的全球
供应链金融产品体系,通过产品
集成与业务创新，以结构化的融
资解决方案，协助核心企业整合
管理供应链条，助力其上下游普
惠企业的发展，累计支持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超 10亿元，全面保
障省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守住
经济生命线。

□本报记者 逯彦萃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充分发

挥金融稳定器作用，围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履行责任担当，为河

南经济发展稳大局、蓄未来。截至7月末，该行共为全省提供各类融资支持余额5400亿元，较

年初新增282亿元。

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活
跃主体,也是最脆弱的细胞。在
疫情冲击下，不少小微企业出现
资金紧张，甚至面临生存难题。

“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
小微活、就业稳、经济兴，”杨勇
说：“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短’

‘频’‘急’需求，交行河南省分行
借用金融科技、加大资源倾斜，把
普惠金融落到实处。”

——数字赋能拓渠道。用传
统信贷模式服务小微企业，成本
高效率低，注定没有出路。该行
积极发挥数字化金融优势，创新

推出税融通、抵押贷、“秒贴”等线
上产品，借助互联网将产品送到
小微企业“手中”。依托产业链核
心企业，利用大数据为小微用户
精准画像，加强前后台联动，及时
排除流程断点、疏通流程堵点，全
力支持小微企业。截至7月末，交
行河南省分行线上产品余额净增
17.65亿元，增幅339.31%。

——资源倾斜强机制。交行
河南省分行把普惠业务作为全行的

“一把手工程”，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一票否决制”强力推进。对小
微贷款给予95-200个BP的补贴，

加大普惠贷款补贴力度；对普惠贷
款投放不设规模限制，足额保障贷
款投放；完善激励考核，尽职免责全
面落地。通过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
双轮驱动，解决了“不愿贷”难题，逐
渐呈现“抢着贷”的局面。另外该行
在全辖成立普惠业务党员先锋队、
尖刀班82个，成立普惠业务党员骨
干“突击队”，在25家经营单位开展
普惠业务宣讲，及时解决对口经营
单位在服务“小微”中遇到的问题。
截至7月末，该行为小微企业提供
信贷支持113.42亿元，累计服务中
小微用户3659户。

截至2020年7月末

交行河南省分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 ●● ●●

（文字整理 杨珂） （文字整理 孙婷婷）

在企业普遍遭受疫情冲击的
当下，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金融业需要抓住合理让
利这个关键。交行河南省分行充
分发挥金融“血脉”作用，打出减
费降利“组合拳”，助企业“轻装”
前行。

——降利率。积极落实复工
复产金融惠企政策，为人行名单
内企业、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提供
优惠利息贷款，切实降低客户融
资成本。同时以利率市场化改革
为契机，加快推进LPR贷款转换，

提高新发放贷款 LPR 转换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截
至7月末，该行对企业新发放的平
均贷款利率已降至4.60%，为十年
来最低点。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
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降至4.19%，
较去年下降68个基点。

——减费用。该行严格按照
银保监会等相关部门要求，对于
小微企业除免收抵押费、评估费、
财务顾问费之外，对法人账户透
支承诺费、汇票风险敞口管理费
等费用也给予减免。7月末，通过

费用减免的方式，为相关企业减
少 8000余万元成本支出。此外，
该行还通过优化方案设计，以“债
转股”等方式减轻企业融资压力，
真金白银让利企业。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
局。面对今年的疫情风险与挑
战，交行河南省分行将奋战在“六
稳”“六保”的最前沿，坚定信心、
坚守本源、攻坚克难，以决战决胜
的姿态，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中贡献更多“交
行”力量！

该行人民币实质性贷款累计投放513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122亿元

共支持省级重点项目47个，金额75.54亿元

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113.42亿元，累计服务中小微用户3659户

为相关企业减少8000余万元成本支出

交行河南省分行为河南省某高端设备制造业企业发放3亿元融资支持，并协助其境外子公司获得海外融
资，有力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以及顺利“走出去”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扛起国有大行责任
助企保链稳外贸

1 聚焦实体经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民生

2 发力重点项目，保产业链守住经济生命线

3 扩大对外开放，稳外贸服务经济开新局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助力“六稳”“六保”工作“成绩单”

截至今年7月末，该行共为全省提供各类融资支持余额5400亿元，较年初新增282亿元

上半年，累计帮扶困难企业265户，稳定授信58.6亿元，累计承担或减免小微企业信贷费用1亿元

上半年，累计为我省132个重点项目批复1170亿元授信

为“三外”提供授信支持700亿元

疫情期间，中国银行客户经理上门服务，为心连心化工集团提供信贷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