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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是唯一一家总部在浙江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浙商银行围绕担保方式、贷款期限、办
理效率、特定客户对象、增值服务等，研发
推出了涵盖30多个品种、全方位的产品服
务体系，能有效满足各类小微企业的多元
化融资需求。主要特色产品有：
“三年贷”手续办一次、贷款用3年

产品概述：三年贷是我行向能提供房
地产抵押的小企业、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发放的，按月（季）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小
企业贷款，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元，期限
最长可达3年。

产品特点：
期限长：根据客户资金周转需要，合理

设置贷款期限，最长可达三年；
成本低：按月（季）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节省以往您每年贷款到期需要进行临
时性资金调度的成本；

手续简：申请3年期贷款，只需办理一
次手续，免除您以往每年贷款到期需要重
新申请、审批、抵押物评估等繁琐手续。

“双创”系列 创业者专享产品
产品概述：“双创”系列产品“创业助力

贷”、“双创菁英贷”、“圆梦创客贷”、“小微
贷”、“电商贷”等新产品。

产品特点：
“双创”系列产品担保方式灵活，除抵

质押外，可接受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
“道义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且贷款期限
最长可贷款5年，贷款申请资料简单，有创
业计划、创业园区租赁协议等有效材料即
可提出申请，可以为创业创新小微企业提
供覆盖成长各阶段的个性化、全过程融资
服务。
“房屋抵押一日贷”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

产品概述：是该行向可提供划定范围
内自有住宅作抵押的小企业（包括个人经

营者、微型企业、仅申请“便利贷”的小型企
业）以柜面化操作，当天受理、当天审批、当
天发放的小企业贷款。

产品特点：
办理高效：为客户提供“当天受理、当

天审批、当天放款（担保手续办妥后1个工
作日内）”的优质服务；

手续简便：采用柜面受理、一站式作
业，实现了业务快速、高效的办理；

标准流程：业务开办前，对经办人员进
行专项培训，并配备专项硬件设备，采用标
准化流程，提高办理效率。
“便利贷”企业贷款像个人贷款一样便利

产品概述：便利贷是指本行向能提供
自有房地产抵押的微型企业，对其贷款申
请采用简化资料提供、贷款审批采用简化
流程操作的一种小企业贷款。

产品特点：
手续简：申请资料简化，无需财务报

表，公司章程等资料；
效率高：简化贷款申请、审批流程，办

理效率大大提高；
循环用：在合同规定额度和期限内，贷

款资金可循环使用(一般800万元，特定区
域1000万元) ，最长期限3年。
“点易贷”点点手机，轻松贷款

产品概述：点易贷是我行与互联网金
融公司等第三方平台合作，运用金融科技
（Fintech），通过全线上申请、大数据解
读、自动化审批、电子化签约、自助提还款，
向特定小微客群发放纯信用贷款的数字普
惠金融业务。目前有商超贷、电商贷和按
揭数据贷三个子产品。

产品特点：
极速：手机申请，自动审批；
便捷：24小时，免纸质资料；
灵活：随借随还；
实惠：用一天钱，计一天息。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
加大普惠 加强创新 全力支持实体经济

凭借持续的金融创新、优质的客户
服务、稳健的经营风格和良好的经营业
绩，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在赢得广大客户
满意和信赖的同时，也深受业界好评。
2017年，该行连续第六年获评人民银行
综合评价最高等级A等，在英国《银行
家》杂志“2017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
中列第490位。

作为一家来自小商品之都义乌、定
位于小微金融及商贸金融、服务于长三
角经济带的区域性城商行，该行近几年
紧跟金融体制改革、区域金融生态及小
微金融业态的变化，紧随“有形”市场与

“无形”市场深度融合、“线下”客群与“线
上”客群交叉集聚的趋势，主动打造“智
慧小微金融”品牌。

“小微金融”服务更接地气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宁波分行成立于
2011年3月，下辖支行三家，分别为集士
港支行、慈溪支行、余姚支行，其中余姚
支行是小微专营机构，慈溪支行是小微
特色支行。同时，通过物理网点智能化
改造、设立直销银行等措施，以移动化、
智慧化、线上化、自动化、集中化为原则，
精简和再造业务流程，提供便捷高效的

“智慧小微金融”服务。借助移动金融服
务平台，有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

“小微金融”风控更加智能

小微金融的难点就是小微客户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该行通过多年实践总
结，形成了以“人缘、地缘、亲缘”为基础
的“地缘信贷”模式，把数据报表等“硬信
息”与口碑人品等“软信息”相结合，较为
有效地控制了风险。随着大量基础数据
的收集、运用和处理，主动升级小微信贷

风控体系，构建了“反欺诈预审批系统”、
“智能评分卡准入系统”、“贷后监测预警
系统”等一系列风控平台，从客户筛选、
客户准入、风险预警等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探索性应用，探索和完善“地缘信贷+
智能风控”模式。

“小微金融”产品更加丰富

为满足小微客户“短、小、频、急”的
融资服务需求，该行充分发挥法人机构
决策链短等优势，实现“市场通”小微系
列产品的迭代更新，打造了“三卡三贷两
功能”为主体的小微产品体系。针对市
民贷、村民贷、公积金贷等标准化产品，
在额度、期限、还款方式上进行适应性改
造，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市民贷”授信
产品还获得了浙江银行业第四届服务小
微十佳金融产品、2017中国金融创新论
坛“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等称号。

“生物科技”助力金融服务

2018年以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围
绕“科技强行”的战略目标，加快网点从

“业务处理型”向“服务营销型”转型的步
伐，在充分考虑风险防范和确保存款人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开创性地在智慧柜
员机平台中嵌入指静脉生物识别模块，
以“指静脉识别”替代银行卡(存折)及支
取密码，业务安全性和客户体验得到了
全面提升。据介绍，结合动态现场授权、
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辅助手段，该技术
还可实现客户业务处理效率与业务风险
防范的融合，带给客户更安全、更便捷的
支付体验。下一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将在总结“指静脉生物识别技术”在智慧
柜员机平台应用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
柜面等其他场景中全面推广应用。

包佳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宁波分行
智慧小微 普惠服务

交行宁波分行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会
议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对普惠金融工作的
要求，党建引领，创新服务，扎实工作，增强
普惠金融工作的主动性和成效性，完善普
惠金融“五专”机制，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切实推动普惠金融事业稳健发
展。截至2017年末，分行监管口径小微贷款
余额达24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0%。

推进机构设置，完善机制建设。2017
年，该分行挂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形成
了针对普惠金融业务的专业化经营管理体
系，从统计核算、考核激励、风险管理、资源
配置等全方位支撑服务体系，推进各项监管
政策的进一步落地实施，进一步提升分行普
惠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普惠服务质量。为
响应国家建设普惠金融的号召，该分行设立
了2家普惠型网点，立足民生、扎根社区、以电
子化渠道为主导，为社区客户、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提供“最后一公里”便民金融服务。

创新线上产品，服务实体经济。该分行
利用大数据分析并结合小微企业经营特
点、资产情况、担保能力等，不断尝试产品
创新，先后推出税融通、快捷抵押贷、应收
账款流转贷款、挂牌贷、烟户贷等创新产
品，并积极探索数字金融发展方向，利用互
联网技术建设线上金融服务平台，运用移
动终端、e 贷在线的功能推出沃易贷、
POS 贷、优贷通等一系列网上自助贷款产
品。整合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
有效满足小微企业线上线下的融资需求，
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从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效支持了
实体经济发展。

下一步，该分行将继续加大对普惠金
融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夯实普惠金融业
务客户基础，优化业务结构，创新重点产
品，持续提升客户体验，缓解融资难、融资
贵，全力推进小微、“三农”及各项普惠金融

业务达成监管目标。
强化普惠金融的教育和宣传。该分行

积极参与“金融普惠校园启蒙”活动，荣获
人行市中心支行及金融消协评选的“金融
普惠、校园启蒙”国民金融素质教育提升工
程推进优胜单位。通过“送知识、送产品、
送服务”形式，积极开展“金融知识下乡、进
社区、进企业和进校园”等活动，通过报纸、
网络媒体、漫画等形式，强化客户对交行服
务的认识和认同，被金融消协评为2017年

“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先进单位。
小微业务主要产品介绍。
快捷抵押贷：以自然人或公司法人为

借款主体，基于住宅、办公楼、商铺等易估
值、易处置类不动产的足额有效抵押担保。
通过标准化授信流程，采取授信年审制，优
化客户体验。最高授信额度1000万元。

税融通：为践行“银税互动”，进一步支
持优质纳税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交行以企
业真实纳税信息为授信参考，为符合授信
条件、纳税信用好，且持续稳定经营的小微
企业提供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贷款。最高授信敞口2000万元，单户最高
信用额度200万元。

线上优贷通:主要依据客户在交行的
资金结算回笼情况及经营实体的经营状
况，交行主动以信用方式核定授信额度，支
持经营实体日常周转的全线上小额贷款。
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

房二贷：符合交行准入标准的借款人，
以其在交行存量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抵押物作
为担保，向交行申请用于经营实体经营周转
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

挂牌贷：挂牌企业以自身股东拥有的本
企业股权进行质押担保向交行申请融资，用
于满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资金需求，
有效拓宽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帮助具有高成
长价值的小企业快速成长。最高授信敞口
2000万元，股权质押部分最高300万元。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
普助小微 惠及民生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鄞州银行”）作为扎根于宁波的
本土银行，以“天道酬勤”为核心价值观，
秉承“勤劳、团队、奉献、自律”的蜜蜂精
神和“服务区域、服务小微、服务三农”的
市场定位，坚持普惠金融发展道路，不断推
进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区域
内小微企业做大做强“贷”入新活力。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短、小、频、
急”的特点，鄞州银行不断简化流程，提
高审批效率，“放款速度快”已经成为了
众多小微企业的口碑。更加难能可贵的
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始终不忘服务“小、
散”初心，努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担
保难的问题，不断打造融资产品40余
款，款款产品致力于满足小微企业多元
化的融资需求。主要特色产品有：
一、“税银通”—良好纳税信用即可贷款

产品简介：“税银通”是指鄞州银行
与我市所辖各区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
务局合作，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
强创新、盈利能力，产品有市场，发展前
景较好的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

产品特点：
√免抵押：“税银通”产品打破传统贷

款担保方式限制，纳税人根据纳税信用
即可申请免抵押信用贷款。

√额度高：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
√受众广：“税银通”产品对于各区国

税局和地税局管辖的纳税人均能享受。
二、“商易贷”—为协会成员量身定做

产品简介：“商易贷”是鄞州银行为我
市所辖各区的民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
协会量身定做，经各区协会推荐，对有融资
需求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给予其一定
额度信贷资金支持的便捷金融服务。

产品特点：
√针对性强：为我市所辖各区民营企

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成员量身定做。

√贷款额度高：最高额度可达300万
元。

√担保方式广：自然人保证等多种担
保方式可供选择。
三、“超级流贷”—无需还本即可续贷

产品简介：“超级流贷”是鄞州银行
专为缓解小微企业客户还款压力而特别
推出的，在借款人授信期限内针对流动
资金贷款无需还本即可延长贷款期限的
特色金融服务产品。

产品特点：
√贷款期限“活”：借款人只要满足一

定条件，无需还本即可延长贷款期限，授
信期限内单笔贷款可以办理超级流贷业
务多次。

√贷款额度“高”：最高金额可达
5000万元。

√贷款办理“简”：无需重新签订借款
合同。
四、“鼎力贷”—专营小微无“抵”快贷

产品简介：“鼎力贷”是鄞州银行针
对我市个体工商户和微小企业客户及工
薪阶层的各类合理性融资需求，精心设
计的特色化贷款产品，意在“鼎力相助，
贷赢生意”，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便捷
的融资渠道。

产品特点：
√速度“快”：3天即可放款。
√额度“高”：信用贷款最高 100 万

元，房产首次抵押率及二次抵押率最高
可达100%。

√担保“活”：信用、保证、联保、抵押
多种方式可供选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展望未来，
鄞州银行将继续坚持服务小微企业的经
营定位，以蜜蜂式金融文化为引领，不断
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品质，为小微企
业及宁波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新
力量、谱写新篇章。

鄞州银行
扶小助微 真心相“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