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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
今年以来，我省多家农商银行以

人才的资金需求为导向， 创新推出
“人才贷”信贷产品，助力人才实现创
新创业的梦想的同时， 为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凭“人才”头衔 换百万真金白银

“创业到现在，祁门农商行给我
很大的资金支持，这次的英才贷就像
一场及时雨，太感谢了！”4 月 5 日，看
到申请的 100 万元“英才贷”及时到
账，黄山市新飞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胡文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口
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十六年前，胡文新抓住机遇进入
电子行业，创业中他苦抓质量管理和
产品创新，将成立之初仅有五名员工
的小作坊发展成为拥有一百多名员
工、年产值近亿元的县内龙头电子企

业。 他本人也被纳为市级以上人才重
点工程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带
头人里的“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前不久，由于产品升级，物资投入不
断加大， 企业急需大量周转资金，正
当胡文新为此发愁时，祁门农商银行
工作人员在朋友圈里发布“梅城英才
贷”的相关信息吸引了他的注意。

“没想到农商银行还有这样的好
政策！ 仅凭‘人才’名誉的加持，无需
抵押和担保，就拿到了 100 万元纯信
用贷款！ ”胡文新说，了解他的情况
后，该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登门拜访
并介绍“梅城英才贷”的授信条件和
优惠政策。 在提出贷款申请的两天
后，他就拿到了贷款。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为贯彻
落实省、市、县金融助力引进高层次
人才有关部署和战略，助力推动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祁门农商
银行创新推出‘梅城英才贷’，用以解
决像胡文新这类被纳为行业领军人
或其他高层次人才、非遗传承人等各
类优秀人才的实际所需。 ”祁门农商
银行业务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梅城英才贷” 是祁门农商银行对在
祁创新创业的各类优秀人才发放的
用于家庭消费、创业投资及工业用房
按揭所需流动资金的贷款产品，集授

信金额高、贷款期限长、利率优惠、担
保形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等特点于
一身， 旨在汇聚更强大的金融力量，
助力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
方面振兴。

人才办企业最高授信可 3000万元

4 月 1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
“2021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
先锋号拟表彰人选公示”。 来自黄山
明明德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的负
责人、工程师洪学江榜上有名，拟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从微信圈看到这
则消息后，歙县农商银行富宸支行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向洪学江表示祝贺。
洪学江高兴之余，对支行提供的“精
英?人才贷”服务给予了感谢。

今年年初， 歙县农商银行推出
“精英?人才贷”，各网点组织人员积
极走访符合条件的人才客户，洪学江
就是其中一位。 凭借在专业领域的技
术表现，洪学江被中共安徽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多个
部门联合认定为“安徽省技术领军人
才”，被省总工会授予“安徽省五一劳
动奖章”。

“近期想给家里装修，可因为手
里流动资金有限，装修的事只能暂时
搁置。 没想到农商银行还有这种针对

‘人才’的好政策，还是纯信用贷款，
真棒！ ”洪学江说，得知这项新服务
后，自己“眼前一亮”。 提出申请后，歙
县农商银行很快为其发放了 30 万元
信用贷款，帮自己解决了资金问题。

“‘精英?人才贷’是我行向被市县
两级人才办评定的高层次人才名单
内的个人及其经营的企业或其他经
济组织发放的用于家庭消费、创业投
资所需流动资金的贷款。 ”歙县农商
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精英? 人才
贷”具有“额度高、利率优、期限长”等
特点；以个人信用方式和家庭信用方
式申请， 最高授信分别可达 50 万元
和 100 万元； 所创办企业流动资金
（创业） 贷款最高授信可达 3000 万
元， 贷款利率优惠最低可至 4.35%，
期限最长可达 10 年， 可有效帮助高
层次人才解决融资问题。 截至目前，
歙县农商银行“精英·人才贷”累计授
信 150 万元。

“信贷直通车”让人才创业有底气

“昨天下午才提交贷款申请，今天
上午贷款就到账了，农商行的办贷效
率越来越高了，办理流程也越来越便
捷了。 有了这笔资金，我的雕刻材料
就有着落了。 ”近日，黟县金宇装饰有
限公司负责人黄文革激动地说。

为响应省、市、县政府号召，落实
上级关于金融助力引进高层次人才
有关决策部署，做好金融服务优惠支
持，今年黟县农商银行特推出“红领·
黟才贷”金融信贷产品，黄文革便成
为首个受益人。

黄文革是黟县金宇装饰有限公
司负责人， 于 2014 年被评为省工艺
美术大师、 县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
人。 随着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及乡村振
兴的推广，民宿业逐步兴起，黄文革
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不料近两年受疫
情影响， 雕刻工艺的材料却水涨船
高。 正当黄文革一筹莫展时，黟县农
商银行上门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为其推荐了“红领?人才贷”，并开通
贷款直通车，为其发放 30 万元贷款，
解了其燃眉之急。

“截至目前，我行共对接名单 90
余户。 下一步，我行将积极上门走访
了解资金需求情况，为县域人才提供
更广袤的发展空间。 ”黟县农商银行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红领? 人才贷”
是黟县农商银行向县级及县级以上
评审认定的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优秀共产党员、各层次人才发放的用
于家庭消费、个体经营、创业投资等
所需流动资金的贷款， 具有额度高、
利率优惠、期限长等特点。

聚聚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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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携手手助助老老区区
4 月 12 日，省联社与国开

行安徽省分行共同支持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合肥举行。省联社领导钟园、
黄然、崇智祥、浦宏伟及国开行
安徽省分行领导朱雪松洪为出
席签约仪式。

会上， 崇智祥和洪为分别
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
协议， 双方将通过深化相关领
域业务合作， 进一步加大对我
省大别山等革命老区支持力
度， 共同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
展， 推动革命老区全面振兴。

叶宣 摄

央行：贷款产品应明示年化利率
央行近日发布公告明确，所有从

事贷款业务的机构，所有贷款产品均
应明示贷款年化利率，贷款成本应包
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
用，鼓励民间借贷参照执行。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诉记
者，贷款市场近年乱象频发，利率的标
准不一、不透明也是问题之一。 对于分
期偿还类借贷产品利率的计算方式，
是采用名义利率（APR）还是内部收益
率（IRR），业内存在争议。 此次公告首
次明确了贷款年化利率的计算方式，
将推动整体借贷利率的进一步下行，
而借款机构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依 据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公 告
〔2021〕第 3 号》，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
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宣传
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
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
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要
同时展示日利率、 月利率等信息，但
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

其中，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包括
但不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汽车金融
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
以及为贷款业务提供广告或展示平
台的互联网平台等。 贷款年化利率应
以对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与
其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
并折算为年化形式。

公告明确，贷款成本应包括利息

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 贷款
本金应在贷款合同或其他债权凭证中
载明。若采用分期偿还本金方式，则应
以每期还款后剩余本金计算实际占用
的贷款本金。

公告还指出， 贷款年化利率可采
用复利或单利方法计算。 复利计算方
法即内部收益率（IRR）法。 采用单利
计算方法的，应说明是单利。

央行还给出了 IRR 法计算贷款
年化利率示例。 计算贷款年化利率较
为公允的方法是， 根据借款人的借款
本金、 每期还款金额、 贷款期数等要
素， 考虑复利后计算得出的年化内部
收益率（IRR）。

“此公告要求所有贷款机构，包括
合作互联网平台均需要明示贷款年化
利率， 同时首次明确了贷款年化利率
的计算方式。 这对于提升贷款市场的
透明度，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将
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 并且对于贷款
行业也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于百
程表示。

于百程指出， 对于分期偿还类借
贷产品利率的计算方式， 业内也存在
争议，有的采用是名义利率（APR），有
的采用内部收益率 （IRR），一般来说
IRR 的标准更加严格。 在利率信息透
明的基础之上， 借款人对于利率的关
注和对比性会更强，同类产品中，利率
高的产品则会受到比较大影响。 这一

措施也会推动整体借贷利率的进一步
下行， 而借款机构间的竞争会更加激
烈。

在消费金融专家苏筱芮看来，此
次公告是监管强化互联网贷款业务管
理的重要举措，此前部分金融机构、互
联网平台在展业过程中不披露、 少披
露贷款利率或存在诱导， 涉嫌侵害金
融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不利于消费金
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公告提出‘贷款成本应包括利息
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并在
示例中将服务费计算在内， 能够有效
防范金融机构以各种名义变相收取各
类费用，增加借款人的隐形成本。 ”苏
筱芮对记者表示， 文件标注了以 IRR
方式来计算成本， 并给出了一次还本
付息、分期偿还两类方案，既能够统一
贷款利率的计算方式， 也为机构在后
续实践中提供有效参照。 但由于文件
指出 “贷款年化利率可采用复利或单
利方法计算”，因此，后续机构是否会
用 IRR 方式替代此前的 APR 方式进
行披露仍有待观察。

苏筱芮指出， 监管此举旨在从金
融营销宣传环节切入， 统一贷款利率
的披露方式， 既能够遏制金融机构利
用不当宣传的漏洞实施恶性竞争，也
能够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长远
来看有利于促进消费金融市场的良性
竞争。 据《国际金融报 》

我省 3月份CPI环比下降 0.6%
4 月 12 日， 国家统计局安徽

调查总队发布数据，受鲜菜、猪肉
等食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影响，3 月
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
比由正转负， 由前一个月的上涨
0.5%转为下降 0.6%； 同比数据则
由负转正 ， 由前一个月的下降
0.2%转为上涨 0.6%。

同比来看，3 月份， 我省食品
烟酒价格上涨 0.1%，其中，水产品
价格上涨 17.2%， 鲜果价格上涨
3.7%，蛋类价格上涨 3.3%，鲜菜价
格 下 降 4.4% ，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17.1%。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 “五涨
一降一平”。 其中，交通通信、教育
文化娱乐、 衣着、 生活用品及服

务 、 居 住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2.9% 、
1.8%、0.7%、0.3%、0.2%；其他用品
及服务价格下降 4.4%； 医疗保健
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

环比来看，3 月份， 我省食品
烟酒价格下降 2.8%，其中，鲜菜价
格 下 降 19.8% ，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11.6%，蛋类价格下降 5.4%，水产
品价格下降 1.2%， 鲜果价格上涨
2.2%。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四涨二
降一平”。其中，交通通信、衣着、教
育文化娱乐、 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1.7%、0.8%、0.3%、0.1%；其他用品
及服务价格下降 0.9%， 生活用品
及服务价格下降 0.1%； 医疗保健
价格与上月持平。 辛安

4 月 10 日，在怀宁县清河乡龙池村举行的文化旅游节上，怀宁农商
银行与 9 家企业达成初步意向，授信金额 3000 万元。 鲍帆 摄

4 月 8 日，岳西农商银行积极开展“学党史，送教上门、送学到家”主
题教育党日活动，送书到该行退休老党员手中。 韩燎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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