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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银行
助力小微创新
“小微启，蜂云涌”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鄞州银行”
）作为一家本土化的银行，自成
立以来，以“天道酬勤”为核心价值观。倡导
“不嫌小散、勤于采摘、善于识别、巧于加工、良
好治理、乐于共享”的蜜蜂式金融文化，以服务
区域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为己任，
坚持“小额、流动、分散”的经营策略，为区域内
中小微企业经营、农村经济发展、居民安居乐
业提供优质和便捷的金融服务。
鄞州银行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短、小、
频、急”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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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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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贷：
小微无“抵”快贷
产品简介：
“小额贷”是鄞州银行为在本行
结算流水或存款月基数较多及资信良好的小
微企业发放，可通过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随借
随还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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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活”：
纯信用。

商易贷：
为协会成员量身定做

蜂甬卡：
单位结算卡
产品简介：
“蜂甬卡”是鄞州银行为满足单
位客户办理支付结算多功能、多渠道的需求，
特别推出的单位结算卡。该产品具有企业日
常所需的存、汇、贷基本功能。
产品特点：
便利性：方便日常对存取现金要求较多的
企业，日常结算、资金支付、不受银行营业时间
和网点的限制，特别是针对网点距离较远的企
业；
简易性：方便经常需要填写转账支票和现
金支票的小微企业，但是又没有专职会计的小
微企业；方便不善于操作网银的小微企业，以
农村区域的企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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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启，蜂云涌”。展望未来，鄞州银行
聚焦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强化政银企等
平台对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应用，优化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制以及激励机制、为区域
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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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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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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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宁波分行
多措并举助力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支持普惠金融的力
度、步伐持续加大。4 月末，根据宁波银保监会的统计
数据，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普惠金融贷款增速达 23.9%，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3.6 个百分点。
4 月 11 日，由鄞州区政府和中信银行宁波分行主
办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中信
银行的全面整合普惠金融产品体系隆重亮相，针对参
会的 30 余家普惠金融核心企业，重点介绍了“房、链、
票、特”产品，着力于为围绕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中小微
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并推出
了 2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支持，其中，小微企业综合
授信额度占 4 亿元。会上，五乡镇人民政府、中信银行
鄞州支行、五乡镇商会签订了战略合作三方协议。
5 月 8 日，中信银行宁海支行应邀出席“智造宁海
智慧之谷”宁海置信智造谷高峰论坛大会，同与会企业
深入交谈，针对企业的难处和特点，推荐银行优势产
品，与多家企业达到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展普惠金融
走进小微企业做好铺垫。
中信银行宁波分行基于总行对普惠金融业务给予
的信贷规模、定价、风险资产、绩效考核等多方面的资
源支持政策，还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层面，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
在围绕“房、链、票、特”等方向推出了包括房产抵
押贷款、法人房产按揭贷款、票据贷、政府采购贷款、担
保公司担保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担保贷款、专利权质押
贷款、上游供应商贷款、信 e 贷等创新产品，以标准化
模式批量开展普惠型小微企业法人业务，4 月末，实现
融资总额 2.3 亿元。发挥供应链金融优势，围绕核心企
业批量营销上下游小微企业，推出了“中企云链”、
“票
据池”
、
“票付通”
、
“电商金融”
、
“商票直通车-汽车整车
厂”等产品。目前，
“中企云链”融资余额达 6858 万元，
“票据池”合作客户 85 户在池票据余额 12 亿元，
“商票
直通车-汽车整车厂”已服务客户近百家，融资金额近
亿元，
“票付通”、
“电商金融”等创新产品，预计在推动
宁波电商经济发展中将发挥较大作用。
加快科技赋能建设，通过与大型平台企业合作，充
分借助大型平台企业上下游普惠金融企业聚集的特
点，推出线上化平台、银税贷等产品，创新多样化的银
企合作模式。目前与本地大型线上化企业开始合作，
争取实现线上化批量发放普惠金融贷款等综合金融服
务。
简化信用评价及优化授信流程。经分行信审会授
权后，普惠金融部门风险主管有权审批普惠金融口径
下小微企业标准化贷款，贷款审批效率大为提升，且对
于异地上交的信审资料均通过新一代授信业务系统进
行影像扫描后进行网上操作，大大缩短了办理流程。
在贷后模块，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设计普惠企业业务
差异化贷后管理功能，
提高贷后管理的质量和针对性。
记者 包佳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焕发内生动力 服务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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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伊始，浙商银行就根据小企业资金需求
“短、小、频、急”
的特点，实行了小企业专业化经营模式，形
成了
“专业化经营、近距离设点、高效率审批、多方式服务”
的小企业业务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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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产品如“房屋抵押一日贷”
、
“村民保证
一日贷”
、
“三年贷”
等均获得过全国及浙江省
“服务小企业
及三农十佳特优（色）金融产品”称号。2016 年、2017、
2018 年连续 3 年荣获宁波市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考评
一等奖，在宁波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小微企业品牌“金名
片”
。主要特色产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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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贷”——企业贷款像个人贷款一样便利

借款人无需亲临我行网点，只需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在线
完成房产评估、贷款申请和预审批。审批通过后，借款人
仅需提供简单证明材料，
最多跑一次，
便可完成签约、提款
等后续步骤。
产品特点：
操作简、审批快：5 分钟在线申请、1 小时自动审批、手
机银行签约提款；
额度高、期限长：
最高可贷 500 万元，
最长可贷 3 年；
还款活：
按日计息、
随借随还；每月付息、
到期还本；按
月分期三种还款方式任选；
费用省：
免费评估，
无其他手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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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值贷”——有房贷，还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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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概述：房屋余值贷款是指本行向个体工商户、小
高；
企业及小企业主等发放，
以其未结清按揭贷款的自有住房
“三年贷”——手续办一次、贷款用 3 年
循环用：在合同规定额度和期限内，
贷款资金可循环使
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用于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
产品概述：
三年贷是我行向能提供房地产抵押的小企
用(一般800万元，
特定区域1000万元) ，
最长期限3年。
产品特点：
业、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发放的，按月（季）付息，到期一
额度高、期限长：
最高可贷 500 万元，
最长可贷 3 年；
“房抵点易贷”——有房线上贷，生意周转快
次还本的小企业贷款，金额最高可达 2000 万元，期限最长
费用省：
免费评估，
无其他手续费用；
可达 3 年。
产品概述：
小企业房抵点易贷是本行
“点易贷”
系列产
抵押灵活：
房产可二抵，
抵押系数最高可到 80%；
产品特点：
品之一，是运用大数据，专为拥有自有住宅的小企业主和
还款方便：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按月等额本息、按月
期限长：
根据客户资金周转需要，
合理设置贷款期限， 个体工商户，提供用于日常经营需要的线上化贷款产品。 等额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