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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商银行为货运物流业减费让利

信贷放下去 物流“动”起来”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通讯员 江亚婷

周怡 金松 吴飞 吴鸽

物流运输行业， 一头连着供给，
一头连着需求， 是保障地方经济、托
底社会民生的“最后一环节”。 近期，
受复杂严峻的疫情影响，不少物流企
业出现了经营困境。

4月 1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切
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
知》。 4 月 12 日，中国银保监会专题
研究金融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
作， 要求银行业保险业主动采取精
准有效措施， 全力以赴帮助货运物
流行业纾困解难。 为积极响应银保
监会相关要求， 我省农商银行系统
从加大资金发放力度、 帮扶重点群
体、提升服务效率、创新担保方式等
方面发力， 全力支持货运物流保通
保畅工作。

主动走访 保障货运畅通

“最近疫情反复，好几辆车因疫
情管控被扣在了外地， 油费上涨、人
员补贴、资金回笼慢，这些都让经营
出现了困难。 感谢农商银行第一时间
给予扶持，有了这笔钱，我们物流也
就能运转起来！”4 月 14 日，方基富在

泾县农商银行泾川支行快速办理了
一笔 30 万元的贷款授信后， 感慨地
说。

方基富是泾县岩潭村村民，从事
大型冷链物流货车运输经营多年，拥
有大型冷藏车 7 辆， 主要运输副食
品、冷冻制品。 今年疫情对其经营影
响较大，得知情况后，泾县农商银行
立即行动，主动上门向其推荐“整村
授信”业务，为其办理贷款用信 30 万
元，以解燃眉之急。

4 月中旬， 泾县农商行安排客户
经理， 实地走访了泾县当地的京东、
顺丰、中通、申通、德邦、圆通、韵达等
辖内各个物流公司，了解各物流公司
有关资金方面的困难与需求。 根据各
快递公司的实际需求，该行介绍相关
金融产品并委托他们的负责人将电
子宣传单发到他们的工作群中，力争
为物流公司以及快递小哥群体提供
专业、贴心的金融服务。

围绕“抗疫情”“保民生”，马鞍山
农商银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困难行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主动对接货
运物流行业客户，对小微企业、货运
个人贷款客户提供信贷服务支持，纾
困解难。 2022 年以来，该行经营性货
车贷款共授信 1946 户， 授信金额达

21202 万元。

优化服务 让物流“动”起来

“这两年疫情反反复复，企业发
展受到了很大阻碍，幸好有天长农商
银行在我们最需要、 最困难的时候，
挺身而出，给我们发展带来了希望和
动力！ ”近日，天长市天徐物流有限公
司负责人徐总动情地说道。 该公司是
天长市一家颇具规模的物流企业，疫
情以来承担了很多民生运输配给工
作。 但受疫情影响，公司的应收账款
回笼较慢，资金成本明显上升，急需
资金维持正常经营周转。 正当徐总一
筹莫展之际，天长农商银行金融服务
突击队来到了他的公司，针对客户的
实际情况，第一时间为客户提供了无
担保、无抵押，且融资成本低的“小微
成长贷”100 万元，仅用了一天时间完
成了全部审批流程，帮企业解决了燃
眉之急。

疫情发生以来，天长农商银行认
真贯彻落实省联社和监管部门工作
部署，闻令而动、精心部署，对辖内受
困企业开展全面摸排，积极优化服务
模式，开辟金融绿色通道，简化办理
流程。 对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及物资保
供的信贷业务， 采取应急办贷机制，

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在
操作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容缺办
理、非现场视频调查、线上信息报备
等方式，确保贷款申请、上报、审批等
各环节有序推进，切实将抗疫金融保
障工作落到实处。

“在农商行的帮助下，公司资金
得以灵活周转。 我的车队又顺利地
跑了起来！ ”近日，舒城县舒运物流
有限公司负责人史总拿到来自舒城
农商银行 195 万元贷款后激动地
说。 受疫情影响，该公司运单减少，
人员工资，道路运输、车辆购置保险
等费用吃紧，企业现金流承压。 在了
解到公司难处后， 舒城农商银行棠
树支行主动向客户抛出了 “橄榄
枝 ”，第一时间对接客户需求 ，适配
普惠型贷款产品， 指导客户通过线
上融资 195 万元。

疫情之下，舒城农商银行主动为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物流运输行业实
施精准浇灌， 全力保障物流供应，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今年以来，
该行累计发放运输业贷款 48 笔，授
信金额达 1154 万元。

减费让利 助企业轻装上阵

对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物流

行业的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等，根据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和影响， 马鞍山农商银行通过展期、
续贷、减息等多种方式，全力支持货
车恢复运营，做到抗疫、纾困两不误。

对于货车司机、货运企业因疫情
影响， 导致偿还贷款暂时存在困难
的，马鞍山农商银行根据客户实际经
营情况，合理给予延期还本，展期手
续。 目前，该行已开展货运行业三个
月延期还本业务，在此期间客户不用
偿还本息。 对货运企业及货车司机提
出延期还本申请后，该行又开辟绿色
通道快速审批，同时根据客户还款能
力，制定合理的贷款期限。 目前，该行
已审批通过 113 户， 共 5287 万元的
经营性车贷延期还本贷款申请。 对于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物流运输企业，该
行则推行多项减费让利政策，对延期
还本期间客户贷款利息执行减免，从
而减轻客户还款压力。 目前，该行已
办理货运行业贷款利息减免 113 户，
减息金额约 1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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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行首放“活体贷”
“有了贵行‘活体贷’做坚强后

盾，我的甲鱼规模会越做越大了！ ”
近日， 安徽垚鑫农业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激动地告诉前来做贷后
调查的凤阳农商银行员工。

据了解， 为有效解决养殖户贷
款难问题，4 月 19 日， 凤阳农商银
行印发了《凤阳农商银行“活体贷”
贷款管理办法》。 “活体贷” 是专门
向从事畜牧（禽）水产养殖等绿色食
品产业链的标准化养殖企业、 专业
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
及农户发放的贷款， 主要用于活体

禽牧（水产）配置，饲养支出及养殖
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等，可以采用
信用及保证、抵押等担保方式，甚至
可以直接采用“猪、牛、羊”等活体资
产抵押。

垚鑫农业公司年初在小岗村承
包了 75 亩地用于甲鱼精养殖，因投
入较大， 采购甲鱼苗及养殖饲料流
动资金紧缺。 经凤阳农商银行石门
山分理处调查申报， 该公司获得凤
阳农商银行 300 万“活体贷”授信。
此笔贷款是凤阳地区首笔“活体贷”
业务。 姜品

蒙城行金融纾困扩面增量
今年年初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

疫情态势，蒙城农商银行坚定履行支
农支小职责定位，适时推出了《12 项
金融服务举措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有力保障了普惠金融供给，切实为地
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截至 3 月末，
该行贷款余额为 159.8 亿元，较年初
增加 6.94 亿元；手机银行客户 44.11
万户，较年初增加 2.53 万户；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3.31 亿
元，增幅 5.2%；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
增长 6.8 亿元，增幅 5.2%。

加大投放，为稳企增产赋能

增设专营服务机构。该行结合县
域涉农、 小微客户金融服务需要，在
普惠金融部小微企业服务中心的基
础上，增设绿色信贷服务中心和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 细化中心工作职责，
选优配齐专业人员，形成一个前台牵
头部门、 三个专业营销中心和 33 家
支行的“1+3+N”立体营销体系，做到
金融服务全覆盖。 单列专项信贷计
划。在保持年度信贷投放计划不变的
情况下，单列支持疫情防控、支持复
工复产专项信贷投放计划 5 亿元，助
力涉农、小微客户渡过疫情难关。 加

大走访对接。根据省市下发的重点项
目蒙城清单， 积极走访县域科技型、
制造业、绿色产业等“专精特新”企业
及乡镇“一村一业”特色产业服务，推
广营销 “企 e 贷”“商 e 贷”“振兴贷”
等产品。 截至 3 月末，该行“企 e 贷”
“商 e 贷” 已累计授信 3094 户、18.6
亿元。

减费让利，为纾困增效减负

在确保整体下调基础利率的基
础上，该行上线利率定价系统，根据
客户资质、经营状况、业务合作年限、
账户资金流水量等因素实行差异化、
精细化定价，年内实现各项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再次下降 50 个 BP，预计减
费让利达 7000 余万元， 切实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 在免收账户管理
费、短信提醒费的基础上，继续实行
内部价值确定机制，减免抵押费和评
估费，主动提供无还本续贷、展期、调
整还款方式等服务，降低企业综合融
资成本，增强企业发展动能，助力金
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 2022 年
以来， 该行累计给予 28 户企业使用
过桥资金还贷 1.83 亿元、51 户小微
企业无还本续贷 1.43 亿元， 给予 13

户企业发放纯信用贷款 0.39 亿元 。
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对
部分在外客户采取“无接触”式业务
受理，通过微信视频、远程对接等方
式确认贷款信息，累计对 486 户合同
到期客户实现线上续贷办理，实现老
客户转贷不见面。

践行普惠，为复工复市助力

该行不断加强线上营销，通过微
信公众号、朋友圈、视频号等方式广
泛宣传，引导并协助客户使用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渠道
办理业务， 为广大客户提供便捷、高
效的金融服务。 通过微信端、金农云
店推出贷款线上预约登记服务，通过
远程“访客户、问需求、解难题”2853
户，授信金额 0.92 亿元。 注重发挥线
上服务手段，全面加大“金农信 e 贷”
“农 e 贷” 等线上产品的宣传推广力
度，引导客户通过手机银行、“金农马
上贷”平台纯线上、无接触申贷用贷，
“让数据多跑步、让客户少跑路”。 截
至 3 月末，该行“信 e 贷”“农 e 贷”累
计授信 10.42 万户 、 金额 113.13 亿
元，分别较年初增加 1.53 万户、18.61
亿元。 吴宏伟

马鞍山行打出金融抗疫“组合拳”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联社出台的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工作十
项举措， 切实服务客户融资需求，马
鞍山农商银行对受疫情影响暂遇困
难的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等，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帮助客户
渡过难关。

资金快速到位，保障重点行
业稳定运营

马鞍山农商银行围绕 “抗疫情”
“保民生”，在保障全行金融服务稳定
延续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
和困难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受疫
情影响较大遇到暂时困难的物流、文
旅、 餐饮等行业专门开辟绿色通道，
优化流程、加快速度，全力以赴支持
相关企业资金需求，保障各类防疫物
资、民生物资稳产增产。

马鞍山农商银行在了解物流行
业困境后，积极主动为货运物流行业
客户纾困解难，对小微企业、货运个
人贷款客户提供信贷服务支持。 2022
年以来，该行经营性货车贷款共授信
1946 户，21202 万元。

主动对接，实现小微贷款无
缝续接

防控不松懈，服务不断档。马鞍山
农商银行牢记金融服务的根本责任，
不断增强金融服务的主动性，持续“输
血”实体经济，巩固经济发展成果。 3
月疫情发生后， 该行立即启动应急保
障机制，全面开辟疫情防控绿色通道，
强化受困客户的金融支持， 切实保障
企业金融服务顺畅。 截至 4月 15日，
疫情期间通过“线上+线下”综合服务，
该行已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457 户 、

18388 万元， 办理应急展期 111 户、
3668.4 万元， 无还本续贷 1 户、1000
万元，保障春耕春种有序推动，发放春
耕春种贷款 82户、562万元。

实行减费让利，减轻小微企
业经营负担

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型、微
型企业，马鞍山农商银行一方面推出
小微企业征信保护政策，一方面推行
多项减费让利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执
行开户费、账户管理费、工本费等费
用的减免，对办理延期还本期间客户
贷款利息进行减免，从而减轻客户还
款压力，目前已为货车贷款利息减免
113 户，152 万元， 支持货车恢复运
营，切实做好小微客户的信贷需求响
应与综合金融服务，主动为小微企业
纾困。 金松

4 月 23 日，滁
州皖东农商银行组

织部分青年员工代

表参加了全国青联

举办的 “百年青年
运动史悦读会 ”线
上视频学习活动。
孙广辉 陶存鸣 摄

4 月 20 日 ，
“2022 年铜陵市创
优营商环境———金

融助力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 专场活
动在铜陵农商银行

举行， 该行向与会
60 家企业着重介
绍了“抗疫先锋贷”
和“企业备工贷”产
品。 代云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