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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助企开复工专刊

（第 5期）

湖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20年 3月 6日

编者按：近日，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市人行、市银保

监分局联合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的十条举措》，

进一步加大金融财政政策力度，激励引导各金融机构在疫情

防控期间加大信贷增量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扶企业

融资纾困，以金融“输血供氧”保障“两手硬、两战赢”。

现将市、部分区县及金融机构的有关做法摘登印发，供大家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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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政策先导 降本保供 精准帮扶

湖州市出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十条举措

3月 4日，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市人行、市银保监分局联

合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的十条举措》，进一步加大

金融财政政策力度，激励引导各金融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大信

贷增量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扶企业融资纾困，以金融“输

血供氧”保障“两手硬、两战赢”。疫情防控期间，已累计为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投放低成本资金超 9亿元，平均利率 2.9%；

主动对接开复工企业 4111家，新增授信 127.7亿元。

一是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政策承接，对使用

央行支小支农再贷款发放小微民营企业以及“三农”贷款符合条

件的金融机构，按不超过再贷款使用金额的 0.5%给予贴息性奖

励。对国家、省定参与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央行专项再贷款资

金，按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息。对按优惠利率发放信

贷资金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在财政性资金竞争性存放公开招投

标时设置专项指标（分值）予以支持。

二是打出降本减费“惠企组合拳”。对落实利息减免符合条

件的银行机构按实际减免贷款利息的 40%给予奖励，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制造业、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按不超过银行

贷款一年期 LPR的 50%给予贴息，对购买复工防疫专项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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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茶叶种植生产经营主体给予保费补贴。鼓励银行机构在

原有贷款利率水平基础上下浮 10%以上；市级政策性担保公司对

受疫情影响企业在原有担保费率基础上下浮 30%以上；对生产防

疫物资类企业免收担保费，不再收取保证金。累计为受疫情影响

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9337.5万元

三是实现融资服务“一次不用跑”。用好绿色金融综合服务

平台的“绿贷通”“绿融通”“担保集市”功能，依托“金融助企

稳复工”专栏模块，为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金融问题和银企融资对

接提供线上高效服务，累计为企业新增授信 27.3 亿元。对拟上

市企业建立快捷服务通道，优化上市相关证明的办理程序。

四是落实帮扶纾困“三个全覆盖”。建立专班服务、清单服

务、工作督查和工作激励四项保障机制，实现帮扶走访、包联机

制、问题解决三个层面全覆盖。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出现

还款困难的企业，落实分期还款、无还本续贷、稳定授信规模等

信贷纾困措施，为 6906 户企业 19.56 亿到期贷款实施了周转、

展期。

（金融保障处、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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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金融“三服务” 高效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疫情发生以来，市、区县两级金融支持服务专班主动深入企

业走访对接，做好疫情金融政策宣讲和服务。通过对接服务，累

计为 185家企业解决 176个金融问题，正在解决的 9家企业问题

预计 3月底之前有望解决。通过“专班服务+银行帮扶”化解企业

资金问题模式，得到了企业的普遍好评。

从问题的性质来看，当前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需求仍然旺

盛，共有 124家企业存在资金需求，占比高达 67%，其中，资金

需求额度在 500万以上的有 38家，占比 30.6%；疫情下企业贷

款展期或续贷需求较为迫切的有 40 家，占比 22%；此外有 21

家企业咨询金融扶持及降息政策，占比 11%。

从县区分布来看，德清、吴兴、南浔的企业金融问题较多，

分别有企业 60家、49家、41家。通过走访发现，此次疫情对于

民营小微企业的资金考验是多维度的，接近 70%企业反映受疫情

影响经营收入减少，效益下降。

下一步，市、区县两级专班将进一步落实金融专班工作机制，

有效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十条举措政策，深入实施金

融服务“六个一”专项活动，加大企业资金问题协调力度，通过增

规模、稳续贷、降成本、优服务，加强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

保障，助推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金融保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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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金融系统“攥指成拳”助力企业开复工

一是加强流动性投放。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对疫情防控的重点

企业和复工复产的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对防控重点企业，给

予信贷政策倾斜，实行信贷计划单列，建立抗疫应急贷款快速审

批通道，推出“防疫专项贷”等特定产品；对复工企业，给予宽

限服务和投放支持，提供延迟还款、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服

务，以及综合运用信用贷款、中期流贷等产品纾解企业融资难题。

疫情以来，新增实体经济贷款余额 59.15 亿元，工业经济贷款余

额 32.17 亿元。二是发放专项再贷款。采取银行先向重点企业发

放符合要求的贷款，再向人行申请再贷款资金的“先贷后借”报

销制，保证资金投向更为精准。疫情以来，长兴已有 7 家企业，

被列入国家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资金名单，金三发卫生材料、

王金非织造布等 2 家企业已获低成本资金 6500 万元。三是实施

减费让利。发挥 LPR 市场报价利率引导作用，推动银行机构降低

存量以及新增授信客户贷款利率，减免贷款中间环节手续费，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提振市场信心。疫情以来，已为 86 企业授信

利率优惠 0.5%-3.2%左右的贷款 16.58 亿元，减费让利总额

389.85 万元，对涉及到续贷的企业，推动银行以无还本续贷等

贷款方式发放贷款 78 笔，涉及金额 3.47 亿元，为企业减少资金

周转成本 5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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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实施三项联合金融机制精准注入惠企活水

一是实施“监测+监管”机制，推动服务对象全覆盖。推优

选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目前已有 37家、2 家企业分别纳

入省、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制定县级重点受困企业

“白名单”，实施动态监测管理；建立“政府—银行—企业”闭

环监管机制，确保专项信贷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实

施“分类+分向”机制，推动服务模式全领域。开通“绿贷通”

“绿融通”服务平台，鼓励中小微企业在线便捷办理贷款、股权、

担保等金融服务。深化“订单+清单”服务模式，引入与进出口

银行合作的转贷款专项资金，加快外贸企业申请贷款的发放。创

新推出“抗疫贷”系列金融产品，以 2000万元的财政贴息撬动

超 10亿元的信贷资金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已投放“抗

疫贷”贷款 11.87 亿元，为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超 3896 万元。三

是实施“联动+联控”机制，推动服务保障全方位。县财政设立

1000万元风险补偿金，鼓励银行机构发放纯信用贷款或政策性

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效降低企业“两链风险”。鼓励

金融机构适当降低门槛，优先受理和审核中小微企业信贷申请。

目前全县审核授信的小微企业达 1678家。同时，构建金融风险

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单户企业新增申请额度累计不超过 500 万

元、个体工商户新增申请额度累计不超过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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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我市累计投放央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13.14 亿元。截至 3

月 3 日，我市已为 75 家企业累计投放 13.14 亿元，享受贴息后

实际利率在 1.5%左右。近日，交通银行湖州分行为浙北大厦发

放央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1.5亿元。宁波银行湖州分行为白兔

粮油审批发放 800万再贷款。安吉农商银行向艾德明生物发放央

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400万元。湖州农信已向 51户发放央行

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4.73亿元。对符合条件的“名单外”企业，经

省农信联社上报人行杭州中支，争取扩大覆盖面，目前已申报“名

单外”企业 99户，共计 7.19亿元。

工商银行湖州分行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贸易融资需求。2

月 21日，工行湖州分行为辖内省政府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某

粮油生产企业成功发放了 1525万美元的进口押汇，执行抗疫企

业优惠利率，解决企业贸易融资需求，为疫情期间民生项目提供

了金融支持。

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与市商务局签订“稳外贸、共战疫”专属

金融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设立 10亿元专项信贷

资金，商务局提供“订单+清单”系统支持，精准服务外贸企业，

重点支持“订单+清单”系统内企业，全力助推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根据企业情况提供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贸易融资、

票据贴现等业务品种在内的一体化融资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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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湖州分行推出抗疫专属融资产品“云义贷”。对疫

情防控全产业链及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建行南浔支行提供

“云义贷”抗疫专属产品，组合信用及抵押、质押、保证等多种担

保方式，灵活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单户额度最高 3000万元，实

现精准支持，与企业共战疫情、共克时艰。截止目前已为南浔 3

家企业提供“云义贷”专属授信服务，信贷总额度达 412万元。

德清农商银行推出抗疫专项贷落实落细“五大优惠”政策。疫

情发生后，德清农商银行第一时间落实省市县金融管理部门帮扶

要求，第一时间出台“抗疫暖心贷”和“抗疫暖企贷”，并配套“贷

款免息、贷款贴息、利率优惠、额度提高、期限延长”五大优惠

政策。自 2月 22日该行抗疫专项贷推出以来，已向企业及个人

累计投放贷款 2798户资金 8.69亿元，预计将为企业节省资金成

本超 1000万元。

安吉农商银行全市首发抗疫专项同业存单。2 月 25日，安

吉农商银行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本

期同业存单发行面值 1 亿元，期限一年，发行利率 2.8%，

较同类型同业存单低 20个 BP。募集资金主要为医疗器械生产、

生活物资供应相关的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保障。截至 2月 27日，

安吉农商行抗疫系列专项贷款投放突破 10亿元。

人保财险长兴支公司开出全市首单复工综合保险。2 月 22

日，长兴支公司成功签下全市首单传染病复工综合保险，为长兴

山鹰顺达建材有限公司提供 30万元营业中断风险保障。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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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对在营业处所内被确诊有人患法定传染病（包括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因疫情防控封闭隔离从而导致企业营业中断造成产品

损失、员工工资及隔离费用的损失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报：市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发：办领导，各处室，各区县金融办，各有关金融机构。

湖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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