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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灾后

重建正处于关键期。连日

来，我省金融系统筑牢堤

坝，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减

免服务收费、延长还款周

期、加大信用贷款投放等

方式，千方百计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奋力在大战大

考中彰显责任担当，交出

合格答卷，确保迈好第一

步、见到新气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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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阮洁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灾后重建正处于关键期。
面对大战大考，河南农信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灾后重建作为重中之重，有序抓好“双线作战”，奋力
夺取全面胜利。

7月 20日以来，全省农信系统已向企业和居民
发放防汛救灾贷款29.32亿元，其中郑州等7个受灾
地市投放防汛救灾贷款 25.06亿元；捐献款物 1354
万元，其中现金1070万元。

服务不打烊 建立“快援通道”

省联社党委高度重视，要求各市县行社特别是
受灾地区行社，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监管
部门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安排部署，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发挥农信社信贷支持和资金保障作用，支持受
灾群众和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各市县行社迅速反应，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出防
汛救灾专属信贷产品，如郑州农商银行的“防汛救灾
贷”，平顶山鹰城农商银行的“驰援贷”，新乡县联社
的“救灾帮扶贷”，周口农商行的“家园复兴贷”等，其
中“防汛救灾贷”仅 1天即可完成贷前调查、审批和
放款全部流程。

同时，对受灾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通过调
整还本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率、完善展期续贷
等方式进行纾困帮扶，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特别是考虑疫情防控要求，积极推行“无接触”
式金融服务，引导客户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
信银行等电子渠道办理业务；实现线上申贷办贷、线
上用款还款；开辟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对用于救灾救
急、市场供应、鲜活农产品生产运输等符合条件的贷
款申请，加快审批，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驰援不停歇 共架“爱心桥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暴雨侵袭新乡之时，省联
社主要领导深入一线，了解新乡等地营业机构受灾
情况及受灾网点员工生活情况。省联社工会于7月
26日向新乡农信系统拨付专项慰问资金45万元。

各市县行社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助力防汛救灾
和群众灾后重建。周口 10家市县行社组织干部员
工筹集善款 100万元，开封农商银行系统向尉氏县
和祥符区捐赠现金 100万元，登封农商银行向登封
市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 30 万元……全省农信社
137家市县行社齐心协力、同献爱心，为灾区人民架
起了“爱心桥梁”。

当前全省农信社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为契
机，全力保障农产品稳产保供、农资供应等信贷需
求，优先满足普惠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

业主经营性贷款需求。大力支持汛情严重地区
做好堤防建设、水库加固、河道整修、城市排

涝等防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持续落实
减费让利等帮扶措施，对受汛情影响暂
不能营业但有发展前景的家庭农场、

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小微企业等涉农经营
群体，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采取不盲目抽贷、断贷、
压贷，全力助其渡难关、

好发展。6

29.32亿元贷款
助力双线作战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8月16日，记者
从郑州银行获悉，为助力复工复产、重建家
园，日前，郑州银行推出“家园贷”产品。该
贷款面向河南省范围内家庭、企业（含小型
微型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人客
户），最低年息3.85%，最高可贷1000万元。

河南省华之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核酸检测的科技型公司。连日
来，由于该公司业务量激增，导致资金流陷
入紧张。得知消息后，郑州银行七里河支
行主动上门对接，为其设计融资方案，最终
为企业提供 500万元“家园贷”信用支持，
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同时，郑州银行通过多种线上渠道精

准向小微企业推送信息，开通线上化申请、
绿色审批通道，从而加快贷款落地，全力支
持省内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需求，为灾后
重建家园建立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此外，为加强特殊时期存量企业贷款
相关管理工作，郑州银行还及时下发了
《关于汛情期间做好小微企业及个人贷款
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疫情期间
做好小微及个人客户临时性延期还本付
息工作的通知》，对 2021 年 7 月 20 日—
2021年 8月 31日期间存在应还本金或应
还利息的贷款业务推出还款日延期、增加
宽限期等相关政策，进一步缓解中小微企
业资金困难。6

“家园贷”解企业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突如其来的灾
情牵动着中原银行人的心。8月 12日，记
者从中原银行了解到，作为省属法人银
行，该行全力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目前，
全行共计捐款 1332 万元，捐赠物资 100
万元以上。

精准对接，为受灾区域和救灾主体提
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7月 23日上午，中
原银行接到关于供应郑州两大医院紧急药
品的贷款申请后，仅用4个多小时，就完成
了 3500万元贷款的上报、审批、发放。同
一天，中原银行为鹤壁市人民医院发放
2800万元贷款，创造了令人赞叹的“中原
速度”。此外，中原银行紧急调整贷款还款
日期，将个贷客户 7月份还款日从 7月 21
日延长至28日；对防汛救灾领域实施延期

还本付息，涉及金额达 29亿元；同时积极
减免贷款利息，减免费用达100万元。

恪尽职守，大力推进灾后重建和复工
复产。中原银行主动摸排防汛救灾、民生
保障类企业和医院相关情况，为其提供30
亿元救灾信贷额度，截至8月 9日，已发放
9.33亿元。同时，该行强化对受灾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信贷支持，新发放
贷款2.68亿元。

一项项服务、一笔笔善款、一件件物
资，承载的不只是关心与支持，更体现出
中原银行与广大群众和企业同甘共苦、守
望相助的血脉深情。中原银行将继续克
服困难，充分发挥省属法人银行的责任担
当，全力保障金融服务，在灾后重建和疫
情防控中积极贡献“中原力量”。6

4小时完成紧急药品贷款发放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8 月 17日，记者从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科学实施食品安全风
险管控，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我省全面
实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据了解，监管部门对已获得许可或登记的
餐饮服务提供者，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风险分
级评定。风险等级按照静态风险分值和动态风
险分值之和综合确定。其中，静态风险主要考
虑餐饮服务业态和规模、供餐群体、制作食品的
类别分档和数量等要素，动态风险主要根据日
常监督抽检、投诉举报、案件查处、产品召回等
监督管理记录确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风险越低，说明该单位
的食品安全管理状况越好。监管部门对较高风
险经营者的监管力度强于较低风险经营者的监
管。例如，对低风险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原则上
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 次，而对高风险餐饮服务
提供者，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3至 4次。

据悉，随着动态和静态风险的变化，餐饮服
务提供者的风险等级将随时调整。“这能够倒逼
餐饮服务提供者提高管理水平，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有关负责人
说。③6

我省实施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本报记者 曾鸣

8 月 17 日，在郸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市民
王峰缴完费，扫描结算凭证上的二维码，一张
电子票据就出现在了微信卡包里。“原来开纸
质票据还需要到窗口排队，纸质的也不好保
存，现在电子票据可以直接保存在手机里，想
用的时候随时可以调出来，打印也很方便。”王
峰告诉记者。

郸城县作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试
点县，“健康郸城”护航全民健康，财政支持是动
力的源泉。郸城县财政局主动作为，根据全省
财政电子化票据改革工作的时间节点，联合卫
健委、医保局出台了《全县医院财政电子票据改
革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改革工作协调领导小
组，为 27家自建系统医院顺利完成改革任务提
供保障。

“电子票据改革深受医院欢迎，大家在这方
面动力十足。”郸城县人民医院信息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医院与外部
其他单位的资金往来等均使用电子票据，真的
是“非接触、零聚集、高效率”，“此前为了长期
保存纸质票据，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还面临
安全隐患。电子票据给医院减了负，也给群众
带来方便。”

在医共体系统进行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财
政、卫健、医保部门可以实时连接用票医院，监控
各医院电子票据用票、开票等情况。“电子票据改
革让医院内部审计更加规范、便捷，堵塞了套取
资金的漏洞，杜绝了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充分
发挥了财政电子票据的信息化、便捷化优势。”郸
城县财政局非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6

郸城全面推进财政
电子票据改革

□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陈洪平

1亿元专项资金助灾后重建！
“7·20”洪灾发生以来，新乡县农信联社

迅速制定方案，决定拿出1亿元作为抗洪救
灾专项信贷资金，全力以赴助力灾后重建。

在 1亿元抗洪救灾专项信贷资金中，
“救灾重建易贷”和“救灾帮扶易贷”各
5000 万元，其中针对受到洪灾影响严重
客户的“救灾重建易贷”产品，年利率低至

3.75%；针对受到洪灾影响客户的“救灾帮
扶易贷”产品，年利率低至 4.75%，预计 1
亿元专项抗洪救灾信贷资金投放后共计
让利300余万元。

为确保1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发放到位，
该联社党委班子成员分片包社，奔赴辖内企
业、农户家中走访，了解企业和受灾群众现
状，针对存量贷款不能到期还本的，充分利
用政策，坚决做到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并通过连续贷、纾困贷和展期等手段，做到
应延尽延，帮助企业和农户渡过难关。6

□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胡冰

河南的灾情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不少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与河南人民一起渡
难关。然而，爱心人士的公益性捐赠是否可
以做税前扣除，满足税前扣除需要哪些条
件？听听税务部门的解读。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
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
公告》规定，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
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
出，准予按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规定，税前扣
除又区分为“限额扣除”和“全额扣除”。

“限额扣除”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

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
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
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
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所得额时扣
除。

个人通过中国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向教
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捐赠
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
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税前扣除。

“全额扣除”是指2020年 1月 1日至2021
年 3月 31日，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
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等国
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现金
和物品，可在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企业在非货币性资产捐赠过程中发生的
运费、保险费、人工费等相关支出，凡纳入国
家机关、公益性社会组织开具的公益捐赠票
据记载数额中的，作为公益性捐赠支出按照
规定在税前扣除。未纳入公益性捐赠票据记
载数额的，可作为企业相关费用按照规定在
税前扣除。

那么，对接受捐赠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有
何要求？公益性社会组织要具有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且在三年有效期内。如公益性社会
组织未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除特
殊规定外，企业、个人的相关捐赠支出均不可
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提醒捐赠人，在向外捐赠时要及时取得
捐赠票据。捐赠人可提前登录财政部门官方
网站，查看捐赠票据样式，要求被捐赠人开具

正确的捐赠票据。
如个人发生公益捐赠不能及时取得捐赠

票据，可暂凭公益捐赠的银行支付凭证，进行
税前扣除，并向扣缴义务人提供公益捐赠银
行支付凭证复印件。个人应在捐赠之日起90
日内，向扣缴义务人补充提供捐赠票据。未
按规定提供捐赠票据的，扣缴义务人应在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机关、企事业单
位统一组织员工开展公益捐赠的，纳税人可
以凭汇总开具的捐赠票据和员工明细单，进
行相应扣除。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应以其公允价
值确认捐赠额。捐赠方在向公益性社会团体
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
允价值的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受捐赠方不
得向其开具捐赠票据。③6

□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原振华

7月 20日以来，卫辉市遭遇特大降雨
和严重洪涝灾害，卫辉农商银行处于重灾
区，在做好自身防汛减灾工作的同时，该
行保证辖区网点正常营业，为广大群众带
来稳定放心的金融服务。

洪灾期间，卫辉农商银行 8个网点、
10台ATM机、50多个金融服务站无间断
为全市百姓提供金融服务，手机银行、微
信银行均可正常使用，保证广大客户转
账、支付、还贷还息等多种业务需求。截

至目前，已累计办理手续 39200余笔，存
取款、转账数额 19300余万元，服务群众
21500余人次。

卫辉农商银行还在正常营业网点设
立应急物资免费发放处，为客户提供饮
水、方便食品等。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先
后到后河镇、李源屯镇、庞寨乡等群众安
置点进行慰问帮扶。目前，已累计向灾区
送出 8000 箱矿泉水、6000 箱方便面、
2000箱小面包。

在推动灾后重建方面，卫辉农商银行
拿出1.2亿元专项贷款资金，为受灾企业、
个人重建家园提供金融保障。6

公益性捐赠咋抵税？

营业网点免费发放应急物资

亿元专项贷帮扶实打实

河南
农信

中原
银行

郑州
银行

新乡县
农信联社

卫辉
农商银行

①

② ③
④

⑤

图① 登封农商银行为受灾百姓架起生命桥梁。
图② 扶沟农商银行为受灾企业送去金融服务。 焦洋 摄
图③ 尉氏农商银行给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兵送去生活物资。
图④ 农发行许昌市分行与企业对接应急贷款需求。 本报记者 曾鸣 摄
图⑤ 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人员帮扶受灾群众。 谢密丽 摄

图⑥图⑥ 沁阳农商银行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助工作沁阳农商银行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助工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河南省农信社供图

财务培训“解渴”
上市后备企业
□本报记者 曾鸣 王昺南

拟上市企业需要做哪些准备？应该了解哪些
监管政策和规则？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万人
助万企”活动号召，省财政厅联合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万人助万企”上市培
育企业财务专题培训班，邀请专家讲授上市规则
等实操课程，将“万人助万企”活动落到实处。

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班致力于服务提升我
省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发展能力，助推上市后备企
业工作进程。参培人员主要是省内上市辅导期企
业的财务负责人，共涉及39家企业。

为保证培训质量，省财政厅邀请上海国家会
计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平安
证券、中信证券等财会、法务方面专家，分别就拟
IPO企业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近期A股 IPO审
核热点法律问题、企业上市前财务规范体系建设，
以及拟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设计、预算控制方法、会
计诚信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业务讲解和案例分析。
除专业课程外，还特别安排了党史学习教育课，让
学员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参训人员受益匪
浅。对拟上市企业而言，这次培训直接为企业提
供 IPO内部梳理与规范方面的实操指引。“此次培
训内容真‘解渴’，也特别接地气。既有理论总结，
也有申报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特别适应拟上
市阶段企业的需要。通过培训，能够尽快熟悉资
本市场相关财务规则，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助推公
司上市进程。”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表示。

此次培训对于投资方来说也收获满满。作为
投资方的河南农开金控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省
属国有投资公司，通过本次培训我们不仅储备了
几十家拟上市企业，还通过课程熟悉了监管最新
动向与要求，为我们投资标的的选择和已投企业
的规范梳理提供了指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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