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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服
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天职，也是银行发展
的根基所在。2020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
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带来的影响和给金融支持稳企
业保就业带来的新任务，金融机构没有缺
席。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体系中最具活力
的机构之一，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过程
中，用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精准高效扶
助企业，为企业纾困解难。

2020年上半年，宁波13家城商行普惠
小微贷款余额1120.93亿元，较年初新增
178.4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790.91亿元，
较年初新增 58 亿元；无还本续贷余额
14.54亿元，较年初新增7.69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宁波银保监局
和宁波市银行业协会带领辖区金融机构吹
响了“百行进万企”“万员助万企”的金融援
企号角，在甬的多家城商行，主动对接企业
融资需求，精准帮扶企业渡过难关，举全行
业之力把金融活水引入企业“最后一公里”，
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升企业获得感。

这支万人金融服务团，线上线下齐发
力，他们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企业楼
宇，主动对接客户金融需求，将便捷、优质、
贴心的金融服务送到身边，为中小微企业主
解决融资难题。

服务复工复产
城商行快准稳A.

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支持企业减负解困C.

服务实体经济，坚守金融本源。
民营和小微企业是诸多城商行重要
的客户基础。在帮扶企业复工复产的
过程中，城商行群体与民营和小微企
业休戚与共，服务有温度、有速度、有
力度。自“百行进万企”“万员助万企”
启动后，对市场有着敏锐嗅觉的城商
行群体，第一时间对接客户，了解金融
服务需求，采用线上+线下审批模式，
解决了企业信贷的燃眉之急。

宁波银行急客户之所急，优化放
贷流程。因疫情影响，慈溪某金属
制品公司预计损失300万元，企业急
需流动资金盘活经营，该企业通过
线上渠道向宁波银行慈溪支行申请
了 100万元贷款，仅仅 5分钟就完成
贷款申请。

宁波通商银行在企业复工期间，
了解到慈溪某电器有限公司承接了
一笔紧急生产任务，但受疫情影响，
原材料采购资金比较紧张。该行迅
速对接企业，快速完成审批和放款
等手续，保障企业正常运行。

宁波东海银行了解到某药品公
司急需一笔流动资金用于防疫物资
采购，及时通过特色线上产品“东海
快贷”业务，快速给予企业线上授
信、在线放款，让企业足不出户就得
到了60万元的应急资金。

稠州银行宁波分行的工作人员
电话对接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时，

了解到企业有资金需求。工作人员
充分利用线上贷款“税易贷”的“线
上审批”和“信用贷款”优势，在企业
提出需求当天即完成了 50 万元授
信，并为企业提供上门开卡服务，让
小微企业主从“最多跑一次”到“一
次都不用跑”。

杭州银行宁波分行为医疗、生活
等物资生产（购销）企业制定专项服
务方案，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和执行
优惠利率等金融服务方式为企业供
给“保驾护航”。该行走访中了解到
浙江某实业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有
新的融资需求，及时介入融资业务，
成功发放流动资金贷款600万元，帮
助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

为企业复工复产争取时间，宁波
银行、宁波通商银行、宁波东海银行、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临商银行宁波分
行、泰隆银行宁波分行、温州银行宁
波分行、杭州银行宁波分行、民泰商
业银行宁波分行、稠州银行宁波分
行、台州银行宁波分行等银行密切关
注企业受影响情况，及时了解企业动
态、经营困难点以及金融需求，第一
时间作出响应和支持，主动对接重点
医疗物资、重点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
融资需求，制定专项服务方案；针对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小微企业，对其合
理的融资、结算等需求，开辟“绿色通
道”，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在积极推进融资对接工作的过程中，在甬多家城商
行“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持续通过贷款利息减免、贷
款免息活动、服务费用优惠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为小微
企业纾困解难，助小微企业发展“轻装上阵”。

宁波银行四明支行推出“贷款免息30天”活动，针
对2月、3月成功办理相关贷款业务的客户，给予贷款免
息30天、费率减让、转介送礼等优惠措施大礼包。针对
重点防疫企业，不仅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而且给予最
高100BP的利率优惠，缓解客户借款难、回款慢导致的
流动资金不足，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宁波通商银行充分践行本土银行的责任担当，通
过提供3亿元小微贷款利息减免专项额度等有力措
施，加大对当地物流、科创、外贸、制造业等重点行业
及防疫重点企业的支持力度，与企业守望相助，为客
户化解难题。

临商银行宁波分行积极为客户解忧纾困，宁波某
物流有限公司在该行共12笔、总金额 136.72 万元的
贷款，由于疫情期应收账款未及时收回，企业每月还
本付息有困难，临商银行宁波分行主动给予临时性延
期还本付息，延迟三个月，企业在三个月后运作正常
后目前经营正常，付息正常。

当得知宁波某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因疫情影响，出
现阶段性困难后，杭州银行宁波分行很快调整金融服
务方案，给予企业最大支持。企业原固定资产贷款余
额1600万元，授信方案要求每月分期还款，经综合评
估后，给予企业4月-9月期间暂缓原定还款计划，同
时增加信用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1000万元，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

台州银行宁波分行则扩大“免费银行”的服务范
围，除跨行转账汇款、网上银行零手续费等以外，还
通过免利息、降利率、减费用、免罚息、无还本续贷、
延后还款期限等方式，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的财务负
担。截至 2020 年 8月，该行为客户提供的减费让利
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结算类项目，累计为1.4万名客
户减费让利超4035万元。

融资对接工作过程中，各城商行除了减费这般实
实在在的让利，还不断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
无还本续贷力度，严格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根据
企业的实际情况，定制金融产品，让资金直达小微企
业，做到应贷尽贷、应续尽续、应延尽延，为稳小微保
就业贡献金融力量。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宁波分行重新界定无还本续贷
业务的适用对象及准入标准。放开贷款期限最长达3
年；对续贷业务贷款利率给予优惠；放宽提前发起时
间，针对有需要的客户可于贷款到期前180天内提前发
起续贷申请；扩大目标客户群体，从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扩展为全部客户类型。截至 8 月末，续贷余额
19106万元，较年初增14509元，增速315.62%。当年
共发放续贷169户，金额17613万元。

稠州银行宁波分行对接的客户中，宁波某通信工
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信工程，建筑智能化，安防工
程项目承包与施工，急需增加流动资金购买材料。该
行了解到情况后迅速安排专人对接，使用支小再贷款
额度向公司发放了贷款75万元。

温州银行鄞州支行得知宁波某光电有限公司开
工，短期内急需资金进行原材料储备后，主动上门与
企业沟通对接，考虑到企业已无房产等抵押资产，该
行及时向企业推荐了温州银行宁波分行与太平洋财
险宁波分公司合作的履约保证保险贷，成功为该企业
发放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临商银行宁波分行把某汽车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共计1380万元承兑转为贷款，并免除
已产生的承兑罚息及撤销相应违约征信记录。

8月中旬，由宁波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浙江省宁波市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建设工作推进大会在宁
波召开。

按照相关要求，到2022年末，
宁波民营企业贷款要占全部企业
贷款的比重60%以上，普惠小微贷
款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实现对
有融资需求、符合条件的民营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主体、农户、产业工
人授信全覆盖。

在推进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城
商行群体重心下沉，加强普惠金融
服务，始终对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中的普惠
口径小微企业贷款实施续贷减息
政策。

宁波通商银行作为一家以小
微为重点服务对象、以科创金融和
一区两链为业务核心的本地法人
银行，成功于3月22日落地宁波首
笔“微担通”业务，为某科创企业的
抗疫生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急需
资金。宁波通商银行推出了一揽
子普惠帮扶措施，在利息减免、贷
款延期、还款方式等方面给予小微

科创企业全面性、针对性、合理性
的金融服务。在多轮免息政策支
持中，宁波通商银行已累计为76户
小微科创企业提供了7460万元免
息贷款额度的优惠支持，合计减免
利息108万元，户数占该类贷款的
38%左右。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更是将普
惠金融服务列为全行核心工作，建
立多层次的专业化、垂直化、独立
化普惠营销团队架构。选派精兵
强将单设普惠金融部，建立普惠金
融直营团队；在各支行内设普惠专
职团队；全辖网点配置专职普惠金
融客户经理，制定全年普惠专业化
经营方案，强化条线管理与产品培
训，提升金融服务和专业经营能
力。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宁波分行
针对农家乐、农家客栈经营户推
出了普惠型产品——民宿贷。该
行采取批量营销，逐笔调查、单笔
放款的形式，对象山县新桥镇、晓
塘乡等经营户予以信贷扶持。据
统计，截至 8月末，已投放 48户，
贷款总额968万元。

创新特色金融产品
按下助企“加速键”E.

帮助企业复工达产的过程中，
宁波多家城商行与企业并肩前行，
坚持灵活创新，发挥金融科技与银
行专业的优势，用创新金融产品持
续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按下了

“加速键”。
宁波银行于3月27日在国内率

先实现银行信息系统与跨境金融区
块链服务平台直联，全面提速出口
融资服务，企业最快30分钟就能获
得贷款。6月19日，宁波银行办理
了首笔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
点业务，成为宁波地区首家外汇收
支便利化试点全覆盖银行，让外贸
企业获得高水平的便利化服务。6
月23日，宁波银行首创“出口微贷”
产品，依托直联导入跨境区块链平
台，为企业提供无抵押纯信用贷款、
全线上操作、全自动审批，最快10
分钟到账，努力拓宽中小微外贸企
业融资渠道。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宅即贷”产
品最长授信期十年，无还本续贷、循

环贷款及年审制等，利率优惠，方便
快捷。

台州银行宁波分行推出了“复
工低息专享贷”“战疫接力贷”产
品。截至2020年8月，共有1156家
客户得到台州银行宁波分行发放的
超7.51亿元融资扶持资金。

泰隆银行宁波分行采用“空中
问卷”的形式，组建社区化帮扶中
队，积极开展甬城小微企业的融资
对接，通过推广“甬贸贷”“泰E贷”

“随薪贷”等产品，主动作为、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全力驰援宁波小企业
复工复产用金融力量抗击疫情。

温州银行宁波分行充分借助
“温宅贷”“温享贷”“金鹿e企贷”等
系列融资产品以及低息、减息小微
信贷纾困政策等，推进小微业务“线
上化、移动化、数字化”。“温宅贷”产
品上线推出后，已累计为辖内 346
户小微企业客群提供了累计7.36亿
元的流动资金支持。

记者 周雁

复工复产
助推企业“加速跑”

引金融活水入企
打通“最后一公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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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行进万企”“万员助万企”金融援
企号角吹响后，在甬的多家城商行全行
动员，举全行之力精准帮扶企业渡过难
关，举全行业之力把金融活水引入企业

“最后一公里”。
宁波银行第一时间成立“百行进万

企”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发动宁波地区
100多个小微专营服务团队和300多名
小微专属业务经理，通过“线上+线下”的
模式，采取“问卷+走访”的方法，扎实推
进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对接工作。

宁波东海银行持续推进“三服务”
“万员助万企”等专项行动工作，积极采

取了实行贷款利息优惠政策、设置专项
信贷资产额度及绿色服务通道、提供线
上融资服务、提供付息还款宽限期等五
条措施。截至6月末，已完成300家企
业需求对接。

泰隆银行宁波分行结合社区化工作结合社区化工作
特色特色，，主动上门对接企业需求主动上门对接企业需求，，通过通过““一户一户
一档一档”“”“一人一表一人一表””等方式等方式，，对存量客户全
面回访排摸，有效解决企业困难。截至6
月末，该行拥有“万员助万企”服务小分队
12支，金融服务员132名，平台注册率
100%，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台州银行宁波分行组织员工开展为
期3个月的客户大拜访行动。广大干部
员工进村组蹲田头、上园区访企业、入商
圈问商户，深入客户群体，分层对接走
访；运用微信、电话或视频等方式开展客
户联系、调查，详细了解客户生产经营情
况、复工复产困难和金融服务需求，累计
走访客户25087户，发放贷款利息抵用
券张6081张、金额265.71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