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涡阳
农商银行员工全

力以赴投身核酸

检测、封控消杀、
服务保障等疫情

防控多条战线 ，
为社会防疫抗疫

工作贡献自己一

份力量。
杨蒙蒙 摄

太湖行首放专利权质押贷
“你们银行能够以‘专利权质押’

形式为公司融资， 好比一场及时雨，
不仅解决了我们研发、生产的后顾之
忧，而且还为我公司争取了一些政府
性奖励，真的是太感谢了！ ”近日，安
徽绿动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凡无
不感激地说道。 原来，太湖农商银行
在助企纾困走访过程中，成功向安徽
绿动能源有限公司发放了 1000万元
“专利权质押”贷款，这也是该行发放
的首笔专利权质押类贷款。

绿动能源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是一家从事压力容器及配件制
造的“专精特新”企业。 今年以来，该
订单量较往年持续增加， 周转资金
存在一定缺口。 由于前期扩大经营
规模，公司的土地、房屋几乎已经几
乎全部在银行办理抵押， 贷款申报
面临陷入“无抵押、无担保”的窘境。
该行在“五进”走访对接活动中，及
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为帮助企业解
决资金难题， 该行通过进一步深入

调查， 得知该公司作为太湖县高新
技术企业， 其研发的专利技术转化
产品销售情况良好， 科技成果具有
较高的市场价值， 决定运用今年创
新开办的“专利权质押贷”解决企业
资金难题， 敲定了以该企业的专利
权质押申报 1000 万元流动资金的
贷款授信方案。 在协助企业完成质
押登记手续后，该行快速将 1000 万
元贷款资金发放到了企业账户上。

黄洁云 章云峰

我省出台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

畅通企业资金链 纾解小微融资难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实习生 姚靖卓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既关系民生物资
保障，也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日前，安徽银保监局联合省经信
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了《金融
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助力产业
链供应链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致力于推动我省金
融机构服务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发
展，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优化升级产品模式， 力保企
业资金不掉“链”

对于企业来说，满足资金链的贷
款需求，便是解决了后顾之忧。 结合
工业、农业、服务业产业链供应链特
点，针对金融服务堵点、卡点、断点问
题，《指导意见》指出，要优化升级产
品模式，畅通企业资金链。

在服务工业制造方面，要保障生
产全程的资金供给。 如推出订单贷实
现“有订单，就能贷”，满足企业生产
订单所需原材料备料融资需求；工业
互联贷聚焦“真经营，能融资”，满足
企业盘活生产经营商业信用需求，帮
助企业把生产经营商业信用转化为
数据信用、金融信用；货运物流贷“打
通最后一公里”，满足货运物流企业、
司机购车及日常运营所需的运费、油
费、保险费、人工费等融资需求；应收
账款贷实现“有应收，变现快”，满足
企业将商业应收账款及时兑付变现；
存货仓单贷聚焦“有库存，能变现”，
满足企业存货、仓单等动产担保质押
融资需求；信用升级贷实现“信用即
财富”， 满足商业信用转化成金融信
用融资需求。

在服务农业生产方面，要提供重
点融资保障。 推出种业振兴贷，满足
我省推进种业振兴、打造种业强省目
标金融需求；推出智慧农业贷，满足

智慧农业乡村振兴信贷需求；推出养
殖活体贷，满足养殖主体高风险活体
生物资产转化为可信抵押物融资需
求。 同时，在服务生活消费方面，扩大
下游终端消费。 如开展经销采购贷，
满足下游经销商采购预付账款融资
需求，扩大上游企业销售；消费场景
贷满足消费者特定商品或服务消费
融资需求。

保畅保通，延伸企业供应链

信用是企业融资的“通行证”。
为了支持企业信用传递，《指导

意见》明确通过构建核心企业与上下
游企业一体化的风险评估及金融供
给体系，围绕交易链，嵌入资金链和
服务链， 快速响应链属企业结算、融
资、财务管理等综合需求，精准服务
供应链运行， 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
促进贸易达成与利益共享，通过资金
和服务黏性，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供需对接和合作。

在加强保险风险保障方面，按照
政府引导、商业保险机构运作、产寿险
业务协同的原则，发展员工健康保险、
企业科技保险、专利保险、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等保险业务，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保险体系，为企业抵补风险损失、实
现稳健经营提供支持。 推广贷款保证
保险、贷款担保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
险等保险产品，为企业贷款获得提供
保障。 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周期优势
作用，支持保险机构依法合规投资知
识产权密集的创新型（科技型）企业。

破“数字鸿沟”，打造企业数据链

数字时代，数字金融服务能力与
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产业链发展的强
力“助推剂”。

《指导意见》提出，要提升数字金
融服务能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
链发展。 依托我省数字赋能产业推动
工程，鼓励金融机构打造数字化的产
业金融服务平台， 围绕重大项目、重

点企业和重要产业链， 加强场景聚
合、生态对接，实现“一站式”金融服
务。 推进业务线上化，加强开放银行
接口和统一数字门户建设，提供投资
融资 、支付结算 、现金管理 、财务管
理、国际业务等综合化金融服务。 推
进函证业务数字化和集中化。 支持金
融机构依托各类政务公共平台大数
据信息，建立完善产业链金融服务业
务模式和信息管理系统，提升全产业
链及跨地区金融服务水平。

同时，加大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产业 “新基
建”项目融资支持，支持大企业与我
省羚羊网工业互联网合作，打造数字
化样板企业。 通过数据信息授信决策
模式等盘活工业互联网企业数据资
产，引导企业将大数据广泛运用于生
产流程优化、成本能耗控制、销售资
源配置等经营全流程，实现产业链供
应链交易及信用生态的可测、 可控、
可视、可感，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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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安徽农金

肥西行念好助企纾困“三字诀”
近来， 肥西农商银行将支持市

场主体纾困发展作为工作重点，以
助企便民融资服务“五进”活动为抓
手，深入走访辖内各类市场主体，打
通服务实体经济堵点卡点， 以实际
行动为稳定经济大盘贡献农商力
量。

立足于“早”，强力部署有保障。
吃透用好国家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
33 条措施， 先后 3 次召开稳信贷投
放支持实体经济专题会议部署相关
工作， 全力以赴推进稳经济各项措
施落地见效。 以“五进”活动为抓手，
成立专班领导小组。 领导班子带队，
组织全行 110 余名员工多次进园
区 、进街道 、进社区 、进乡镇 、进商
圈， 充分了解并满足各类市场主体
金融需求，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的
活力和积极性。 截至目前，该行累计
进园区 6 个， 社区 27 个， 街道 32
个，乡镇 13 个，商圈 4 个，走访各类
市场主体 2499 户；累计授信金额达

37478 万元，新增首贷户 7 户，金额
560 万元； 收集意向融资需求 4400
万元。

立足于“准”，因类施策有实效。
针对不同区域内市场主体的自身特
征和服务需求， 该行以信贷支持为
发力点，以特色服务为着力点，将高
质量金融服务送上门。 一是总行定
期下发企业名录， 建立完善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摸排、 对接和
清单化管理机制， 要求各营业网点
摸清周边园区、街道、社区等各类市
场主体融资需求， 聚焦受疫情影响
的物流运输、住宿餐饮、批发零售、
文化旅游等行业主体， 收集相关融
资需求并于 3 个工作日内给予反
馈。 二是组织员工利用下班时间走
访沿街商户、大型商场等，了解商户
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 大力推广手
机银行、金农 e 贷、金农信 e 付、云收
单等线上金融产品及服务，将“智慧
银行”送上门。 三是为提升社区居民

金融服务获得感， 组织员工进入社
区为居民集中办理社保卡、 易贷卡
等，提升客户体验度和满意度。

立足于“实”，优化服务促发展。
该行要求信贷人员在贷款到期前一
个月主动对接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
商户、 货车司机以及其他受疫情影
响的市场主体， 按市场化原则进行
自主协商， 对存量贷款实施延期还
本付息，做到“应延尽延”。 要求各机
构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鼓励党员靠前服务、主动
服务，通过共建活动，全面推进党建
引领整村授信， 对符合条件的客户
新增贷款“能贷尽贷”。 对于紧急类
金融服务需求，建立绿色通道，特事
特办，各机构全力配合，保障金融服
务顺畅，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截
至 6 月末 ， 该行各项贷款 余 额
227.85 亿元， 较年初增加 28.92 亿
元，增速为 14.54%。

丁娟

紧急求助之后……

7 月 22 日， 家住金寨县全军乡
沙河店街道的客户张女士和其丈夫
将一面锦旗送至金寨农商银行全军
支行，感谢工作人员及时帮他解决难
题。

事情还得从 7 月 5 日说起。当日
早晨，全军支行的大门刚打开，客户
张女士便急匆匆地走进营业厅，向正
在开晨会的支行员工求助， 原来，张
女士的父亲前一天晚上突发重病被
送往金寨县人民医院抢救，现在住进
ICU 病房已经人事不省了，住院亟需
使用老人社保卡里的存款，问题是老
人家的社保卡取款密码无人知道，救

命钱取不出来， 家里人急得焦头烂
额。 张女士于是想到了向全军支行
求助。

了解到情况后，由于客户本人已
经无法到场办理也无法授权代理人，
支行负责人闫俊立即按照制度要求，
一边吩咐张女士回村办理身份关系
证明资料，一边由支行负责人带着会
计立即赶到医院病房内拍照调查核
实。 收集好必需的资料后，银行柜面
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代理密码挂失
与重置业务，解决了张女士一家的燃
眉之急。

章丽燕

乡村“大喇叭”送来好政策
“俺村大喇叭广播贷款利率下

降了，是真的不？ ”近日，亳州药都农
商银行淝河支行的客户经理们经常
收到这样的电话咨询。

“真是不敢相信，药都银行这次
降息力度那么大， 我现在手机申请
的药都银行贷款月息才 3 厘 6，比原
来少了 2.4 厘，50 万贷款一年省了
不少利息， 真是温暖到百姓心坎里
了！ ”谯城区淝河镇淝河行政村村民
陈永辉再次见到药都农商行员工时
喜眉笑眼地说道。

2020 年 8 月， 陈永辉在淝河镇

天棚街的“魅族”女装店开业，当时
淝河支行在他资金周转困难的时
候， 给予了 50 万元的信用贷款支
持。 今年 6 月初，淝河支行开展“五
进” 走访， 再次来到陈永辉的服装
店， 当问到融资需求时他说：“我这
服装店开业不到半年， 就遇上了疫
情， 这两年生意也没有刚开业那半
年红火了， 一年到头也挣不到几个
钱 ， 要是贷款利率能再低点就好
了。 ”客户经理孙博博及时告诉他：
“陈老板， 提前告诉你个好消息，我
们行的贷款利率马上要下调了，到

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
通过村里大喇叭告诉大家。 ”

6 月 17 日， 药都农商银行全面
下调贷款利率， 淝河支行及时制作
好音频文件，发送到各个行政村，借
助“大喇叭”循环播放贷款普降利率
的“好消息”，让乡村大“喇叭”，吹响
金融稳保“宣传号”。

在当前落实稳经济大盘、 助企
纾困重任之际， 药都农商银行闻令
而动、主动作为，深入开展金融“五
进”走访、驻村“金融助理”、普降贷
款利率等活动。 佟华 张利

7 月 24 日 ，
滁州皖东农商银

行举办首届职工

运 动 会 ，100 余
名员工参加了比

赛。
孙广辉

牛成志 摄

7 月 26 日 ，
歙县农商银行派

员前往歙县城管

执法局慰问城管

一线人员和环卫

工人， 为他们送
去 防 暑 降 温 物

资。
陈超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