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服务 延期续贷 减费让利

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特色金融服务为企业“输血”

党建引领 金融赋能

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全力当好“六稳”“六保”金融生力军
作为河北金融领域一张亮丽的

名片，疫情发生以来，民生银行石家
庄分行秉承“为民而生、与民共生”初
心使命，将战疫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
紧抓实，围绕“增、续、降、简、新、减”
六字方针，以民生金融“及时雨”，当
好河北省落实“六稳”“六保”的金融
生力军。截至8月末，民生银行石家庄
分行累计支持3581户企业复工复产，
累计投放金额735.64亿元，为支持河
北夺取双胜利做出了民生贡献。

强化党建引领，点燃抗
疫“红色引擎”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是开展一切金融工作的统领。
特别是今年，面对疫情冲击，民生银
行石家庄分行以党建为“红色引擎”，
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第一时间成立由党委书
记、行长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和“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督查
工作领导小组”，已累计召开 9 次中
心组学习，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和“六稳”“六

保”精神上来，
切 实 履 行

好 金 融
机 构

在

防疫情、保畅通、助复产、稳增长等方
面的社会责任，众志成城、团结一致
做好疫情防控和支持复工复产工作。

加大小微帮扶力度，多
措并举践行普惠金融

中小企业点多面广，是就业最大
的“容纳器”，受疫情影响也最为严
峻。面对这一情况，民生银行作为小
微金融领域的先行者，疫情期间专门
推出以“彼此相连”为主题的“2020小
微金融特别服务年”活动，民生银行
石家庄分行积极响应，与广大小微商
户相互支持、携手同行。

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出台临时
性延期还本付息、“应续尽续”、费用减
免、小微红包等十余项专属政策，推出

“云抵押”“云快贷”“网乐贷”等纯线上
产品，大力开展“百行进万企”及“四
进”活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质扩
面。截至8月末，该行累计支持小微企
业2774户，累计投放贷款37.8亿元;累
计为1539户企业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涉及金额16.86亿元；累计为142户企
业减免利息罚息，涉及金额1158.36万
元，为小微企业复苏注入了“强心剂”。

“民生银行无还本续贷服务真是
雪中送炭，实实在在解决了到期倒贷

资 金 筹
备问题，也
节省了不少拆
借成本，在疫情
特殊时期，为我们未来发展带来了希
望和信心！”石家庄市某机电设备供
应公司老板唐先生提起民生银行的
小微金融产品赞不绝口，表示要介绍
更多朋友体验该行“多快好省”的金
融服务。

唐先生从事机电设备经营 9 年
有余，2019 年得知民生银行推广小
微抵押贷款，期限最长十年，优质
客户可无还本续贷，便以本人名下
一套市区住宅在该行办理抵押，成
功 审 批 一 笔 380 万 元 房 产 抵 押 贷
款。今年 7 月，唐先生额度下单笔
贷款到期，因日常经营占用资金较
多，全额偿还贷款本金存在一定困
难。得知唐先生情况后，民生银行
客户经理主动提示唐先生，因其经
营规范，未有欠息、逾期记录，经
系统自动筛查，唐先生已被列为该
行主动续授信名单客户，可以享受
无还本续贷服务，并于到期前及时
为客户办理了续贷手续，切实解决
了唐先生经营资金周转难题。

在为小微商户“遮风挡雨”的同

时，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充分发挥
“科技金融的银行”优势，持续做好产
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以产业链核
心企业为纽带，带动上下游企业，有
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已先后落地长城汽车“采购e”、科
林电气、河北建工集团和河北建设集
团“信融 e”等金融产品，顺利打通上
下游企业融资“快车道”。

稳企业保就业，向实体
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和
就业主力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达产增效，对落实“六
稳”“六保”、保障民生就业
至关重要。为此，民生银行
石家庄分行切实提升金融
服务保障效率，积极主动
对接企业需求，在打出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保障资金接
续、推出信贷优惠、提高审批效

率等一系列“组合拳”的基础上，进
一步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先后设立
10个对公业务敏捷组织、3家小微业
务中心，并组建授信调查中心、小微
业务操作团队，为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按下“快进键”。

河北某公司作为我省重点能源
产业化企业，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及时复工复产，全力保障国家煤
炭需求。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一直
持续跟踪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了解
到企业经营中期有资金需求，及时
对接，派出专业团队为其“量身定
制”授信产品，满足企业资金需要。
从启用额度到放款仅用一天时间，
并给予企业信贷资金5亿元，为该企
业复工复产扩大产能提供了有力的
金融支持。

在出实招、出真招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的同时，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持
续加大医疗防疫重点企业融资支持
力度，截至 8 月末，累计向石药、以
岭、常山生化等 25 家医疗防疫相关
企业投放资金 20.15 亿元；针对制造
业制定专项投放实施计划，综合运用
票据、发债、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为

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客户提供全方位、
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截至 8 月末，向
制造业累计投放 305.51 亿元，支持
783 户制造业企业复工达产；积极主
动融入国家战略，坚定不移支持雄安
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
冬奥会等重大战略项目发展，成立专
业团队，全流程提供专业服务，截至8
月末，重大项目余额 163.03 亿元，涉
及客户34户。

用担当书写初心，以责任护航发

展。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的历史节点上，民生银行
石家庄分行将坚持党建引领，认真贯
彻国家战略，紧紧围绕支持构建“双
循环”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创新金融
服务方式，与河北经济发展同频共
振，与河北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为推
动河北省夺取双胜利贡献更大的民
生力量。

（图/文：李培肖）

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石药大药房签约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石药大药房签约。。

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领导在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调研。

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签约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签约。。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浦发银行石
家庄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和地方政府、监
管部门以及总行的安排，切实压实责
任，保障金融服务顺畅，全力投入到
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工作中，做到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业务发展。今年
前8个月累计为176个公司客户发放
贷款 214.78 亿元，重点支持了钢铁、
煤炭、医药制造和流通、医院、粮油食
品供应等领域的企业资金需求。

疫情当前，积极助力企
业渡难关

疫情发生后，浦发银行石家庄分
行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快速响应市场
需求，综合运用优化信贷流程、有效
减费让利、提供增值服务等措施，在
信贷审批发放、贷款延期及续贷、降
息减费等方面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渡过难关。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
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
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实行

定制续贷帮困，主动帮扶，提前摸排
客户需求共商接续贷方案。针对生
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但受疫情
影响的小微企业，合理加大无还本续
贷力度。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
今年1月至8月已根据客户实际需求
共为 14 户企业的 28.42 亿元贷款办
理了延期还本付息，其中大型客户 2

户，涉及贷款金额 25.86 亿
元，中型客户 7 户，贷款

金额 2.5 亿元，普惠小
微客户 4 户，涉及贷

款 金 额 542 万
元。为 90 户企

业 127.51 亿
元 贷 款 办
理了到期续

贷业务，解决
了 企 业 复 工 复

产资金需求。
为提高服务效

率，该行加强公司电子
渠道业务引导和服务保

障。目前，浦发银行已推
出线上十大业务模板，倡导“足不出
户”办理银行业务，包括线上供应链
保理、线上贴现等。开通公司特定场

景或特定行业客户的差异化无接触
开户服务；对因疫情影响较大的特定
场景或行业客户，办理如政采 e 贷、
供应链金融、e 账通、小企业在线融
资以及房抵快贷等中小微企业贷款
产品，可实现远程申请、不见面审批、
线上放款。

疫情期间，针对防疫企业进行中
间业务服务价格优惠减免，加快审批
速度，及时满足企业支付结算需求。
对疫情防控物资进口购付汇业务，可
申请启动应急处理机制，简化购付汇
业务流程及材料，切实满足客户需
求，并进行跨境汇款本外币费用减
免。对于疫情期间企业因采购防疫
物资形成的跨境汇款手续费（包括跨
境汇款邮电费和电讯费）进行减免。
今年对公及零售“两增”小微贷款，单
笔新发生业务补贴 80bps，单笔新发
生银票贴现补贴120bps。

创新金融产品，延伸服
务触角

首先从疫情防范实际出发，积
极推动线上各类金融产品运用，成
功推出依托核心客户的在线供应链

融资业务。今年1月至8月浦发银行
石家庄分行共为 4 家省内大型企业
12户上游供应商办理了25笔在线供
应链融资业务，金额共计 13340 万
元。其次是推出跨境资金池项下离
岸直贷业务。3 月 13 日，成功为开
滦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跨境外币
资金池项下的成员企业开滦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发放离岸直贷 2770万美
元，系全行首笔以跨境外币资金池
成员单位为借款人的离岸直贷业
务。此笔业务的成功落地满足了客
户外债额度集中管理、借款备案手
续便利、获得低成本融资等需求，
实现了与该行战略客户境内外业务
的全面合作。

采取了审批流程优化、特事特办
发放贷款等一系列措施，切实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保障金融服务畅通。加
大对抗击疫情涉及的医药、医院等企
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审批效率，
若相关业务无需提交贷审会审议，对
已有存量授信客户，新申请授信 24
小时内完成批复；对全新客户业务申
请，72小时内完成批复。按特事特办
原则为省重点医药销售企业审批专
项信贷额度12.9亿元，为医药制造及

流通、物资供应企业和医院如华北制
药集团等提供了23.64亿元信贷资金
支持。

服务更加精准化。疫情对外贸
企业产生较大影响，截至 8 月末，浦
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累计向51户外贸
企业发放贷款124.26亿元。8月份共
为11家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办理
融资业务11.68亿元。该行将省重点
项目作为公司目标客户视图之一，逐
户摸排金融需求，今年 1 至 8 月份发
放项目贷款5笔，金额9.05亿元。

投入国家战略，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

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坚持“服务
大局，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战略部
署”的宗旨，通过对政策的深入研究
和理解，结合河北省区位特点和产业
发展方向，主动在各项业务中寻求突
破，积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
协同发展。

该行经过多次沟通、实地考察
授信企业及修改授信方案后，成为
第一批为雄安新区植树造林项目放
款的金融机构。今年继续对标雄安

新区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环保等领域，积极储备资产项目
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加大力度支持
雄安新区内科技创新、医药研发、
集成电路、新材料、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等科技创新产业，实现有质
量的资产投放。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
进，环境和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不断加
强，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行业提供了
发展契机。浦发银行石家庄分行根
据市场调整目标客群，将环保行业作
为重点发展领域。截至6月末，生态
环境治理行业贷款余额2.89亿元，较
年初增加0.32亿元。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先决条件，是河北省实现实体经
济发展的基石。该行将交通一体化
项目作为重点行业和领域提供资金
支持，先后为首都环线高速、京
沪、京张、津汕、石太、青兰、荣
乌、京新等国网高速发放项目贷
款，并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组建内
部银团，积极支持110国道改造，打
通京津冀张承、张石等地“断头
路”，重点支持了我省12条高速公路
项目及1条国省干线改造项目及黄骅
港建设，贷款余额达91亿元。在为
高速公路建设相关单位发放项目贷
款的同时，开辟多种融资渠道提供
资金支持，如对接租赁资金、理财
资金等。截至6月末该行理财投资、
承销债券及运用创新资管、融资租
赁等业务余额 55.8 亿元，为河北省
高管局、河北省交投集团两个省级
高速公路融资主体和多个地市级公
路融资主体提供了大量公路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

同时，大力支持制造业转移转
型，截至6月末贷款余额137亿元，尤
其是对我省龙头钢铁企业河钢集团、
华北制药集团及子公司加大贷款投
放，极大程度地支持了龙头实体企业
的产能转型和技术改造。

（图/文：宋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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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与北国人百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推出“民生北国联名卡”。

▶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社区支行团队深
入瑞城社区开展客户关怀活动。

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大楼外景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大楼外景。。

夺取双胜利 金融勇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