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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

湖州金融创新支持绿色建筑发展

湖州市作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去年 3 月获

批全国唯一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发展试点城市以来，该市

创新绿色建筑金融支持工具，开发“零碳建筑贷”，助推“二星级

绿色建筑项目”——吴兴区余不谷国际度假小镇顺利落地，全力

推进绿色金融和绿色建筑协同发展。一是探索 “1+N”的服务体

系。“1”即在全国率先编制了绿色金融和绿色建筑协同发展试点

实施方案，“N”为绿色建筑认定评价办法、绿色房地产开发企业

认定评价办法、绿色建筑贷款授信指引等各类配套标准体系，

全方位构建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创

新绿色建筑信贷产品。突出创新引领，不断健全绿色金融产品

体系，提升绿色金融支撑绿色建筑发展成效，2020 年，绿色建

筑贷款总额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53.6%。如吴兴区通过“政、

银、保”多方联动，落地国内首单绿色建筑性能保险，为星级绿

建项目提供事前信用增进、事中风控服务、事后损失补偿的全

方位保障，让绿色建筑从绿色设计真正走向绿色运行。三是开

辟项目融资绿色通道。创新绿色贷款贴息、担保费率补助、绿

色采购、财政奖补等政策工具，开展“一企一策”差异化政策定制

服务的同时，审批时间也缩至 45 个工作日，增强企业参与积极

性。连续两年对 46 个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实施奖励，累计奖励资

金达 600 万元，撬动了 200 亿绿色建筑投资落户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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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扎实做好企业开复工金融保障

今年以来，德清县金融支持服务专班积极落实行动，通过开展政

银企联动、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等举措保障企业资金需求，动态排摸掌

握企业经营状况和资金需求特点，全力做好企业开复工金融保障。一

是抢抓“开门红”做大信贷规模总量。引导银行机构抓住年初信贷投

放指标宽松的有利时机，指导金融机构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求，积

极向上争取政策倾斜和资源支持，增强信贷向实体经济领域投放的均

衡性和普惠性。截至一月末，全县新增贷款达到 50.33 亿元，较去年

同期多增 11.42亿元，同比增速达到 29.3%，创历史新高。二是围绕“中

长期”提升贷款期限占比。强化银行信贷结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落

实有扶有控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支持。

根据科创企业、高技术企业等的轻资产特征，创新金融产品和还款方

式，增加中长期贷款比重。截至一月末，全县银行机构新增中长期贷

款 25.69亿元，占全部贷款的 51.04%，较去年同期占比提高 25.7个百

分点。三是紧盯“制造业”优化信贷服务水平。督促各银行机构行长主

动下沉，认真开展“金融五联服务”“百名行长进千企”“服务民企满意银

行评选”等专项走访活动，深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项目融资需求等情

况，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题。截至一月末，全县各银行行长累计走

访制造业企业 1257家，新增贷款 5.41亿元，同比增速达 176%，其中

信用贷款新增 5.82亿元，对制造业贷款投放实现净贡献，走访成效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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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聚力“三服务” 打好创新融资“升级战”

长兴县聚焦资本赋能实体，探索创新融资方式，进一步拓宽直接

融资渠道，截至目前，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 1 家，IPO上市报辅导企

业 1家，报材料企业 2家，推进可转债备案 3单、储备区域私募股票

发行项目 2个。一是聚力推动“可转债+担保”模式。为有效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提高可转债产品认知度，联合太湖运营中心，累计实地

走访对接企业 50余家，将政策性担保公司加入产品体系的同时，增加

1%的政府贷款贴息，发行成本由最初的年利率 7.5%降低到 5.5%，推

动天誉包装、超越动力等成功发行可转债共计 250万元。二是聚力布

局“绿融通”平台。通过考核引导提升“绿融通”股权融资平台的知晓率

和利用率，推动企业入驻“绿融通”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投融资对接

的闭环。2020年，推动辖内 40家科技型企业入驻，6家企业通过该平

台与投资机构沟通对接并完成股权融资。其中，同源康借助“绿融通”

平台与毅达资本、三花弘道沟通对接，完成股权融资 2.6 亿元。三是

聚力探索区域私募股票发行。为拓宽小微企业直融渠道，借助省股交

区域资本市场平台，精心设计区域股票非公开发行规则，进一步明确

股票发行、信息披露、违规处理等方面规定，在联合乡镇走访排摸已

挂牌科技型优质企业融资需求的基础上，已与和夏科技、宸唯环保等

5家企业深度对接，目前 2家企业意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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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农信新增贷款 188亿助力湖州高质量发展

2020年，省农信联社湖州办事处带领辖内五家农商银行围绕全市

中心工作，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全力支持“六稳”“六保”。至 2020

年末，湖州农信贷款余额达 1183亿元，全年新增 188亿元，同比多增

22亿元，为企业和个人减负让利 3.72亿元，为湖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农信应有的贡献。一是发挥抗疫金融突击队作用。安排专项

资金，以“信用+低息”为导向，推出“复工贷”“抗疫助企专贷”“稳外贸专

项贷”等 16款抗疫产品，启动快速审批通道，全年发放复工复产类贷

款 17375户、金额 231亿元。积极争取央行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 5.17

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 82亿元。二是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充分

发挥乡村振兴“主办银行”作用，推出“抗疫助农专贷”“惠茗贷”等 19项

特色产品，全年新增涉农贷款 10250户、金额 142亿元，其中农户贷

款 95亿元、农村企业贷款 44亿元，涉农贷款余额达 935亿元。全力

支持消除经济“薄弱村”项目，发放欠发达村贷款 103个、金额 4.44

亿元。全力支持强村计划，为 432个行政村发放贷款 19亿元。与农业

农村局联合推广农户小额普惠贷款，为 57万农户全面授信，授信面达

100%，授信金额 785亿元。三是发挥小微金融排头兵作用。推进融资

畅通工程，开展“百行进万企”等活动，推广“红色动力信用贷”“税贷

通”“链通乐”等特色产品，全年新增小微企业贷款 18853户、金额 137

亿元，总量达 877 亿元，占全市比重 38%。下降贷款利率 0.7 个百分

点，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112亿元、无还本续贷 58亿元。四是发挥绿色

金融先行者作用。争取政策支持，省农信联社与市政府签订支持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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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合作协议。推广“农房绿色建筑

贷”等七十余项绿色信贷产品，新增绿色贷款 135亿元，总量达 411亿

元。发行绿色金融债 10亿元。五是发挥普惠金融模范生作用。全面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融工程，为全市人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

务。全年代收水费、电费等 34项业务 203万户、815万笔；代付工资、

财政补贴等业务 125 万户、669 万笔。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代

办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九大类 97项政务服务 521万笔。



— 7—

●金融动态

省委副书记、省长郑栅洁批示肯定南浔农商银行帮扶困难群众工

作。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郑栅洁到南浔开发区江蒋漾村走访慰问

困难户，并指示南浔区做好帮扶举措。南浔农商银行积极响应。郑栅

洁批示：“南浔区委区政府行动迅速，关爱群众，好！同时也感谢南浔

银行（南浔农商银行）大力支持！”2020年，南浔农商银行发放低收入

农户贷款 94 户 874.91万元，并为其申请或提供贴息补助，户均获得

补助近 3000元；介入区农合联帮扶结对机制，通过在园区认租土地、

提供基础资金、邀请专家讲课、协助渠道促销等方式予以全面支持，

帮助每户年增收 2万元以上；专门新建 1000万元冠名慈善基金，以留

本捐息形式大力支持南浔区“低收入群众三年奔小康”工程，加上员工

捐款，年均向扶贫领域捐款 66万余元。

吴兴区金融办协助做好“广东邦家案资金清退”工作。吴兴区金融

办严格按照上级部门“广东邦家案资金清退”有关工作部署，点对点联

系集资参与人收集身份和投资信息，通过近 1个月的努力，按要求做

好网上登记工作。该案件已发生近 10年，涉及吴兴投资受害者 300人

左右，多为老年人。通过投资者信息司法审计报告、飞英派出所报案

登记记录、投资者微信群，多角度发布和核实信息，截至最后登记时

间，只有约 19%的投资受害者无法取得联系。对于邦家案的最新进展、

登记的要求和资金 1%清退的比例，如实耐心告知每一位投资受害者，

确保信息公开透明，共完成现场登记 120余人次。多次和广州市处非

办沟通协调，将本地的投资受害者名单补录完整，确保新增尽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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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增 12人。工作人员的耐心细致得到投资受害者特别是老年投资

受害者的充分肯定。

中国银行落地南浔区首笔绿色工厂星级贷。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

于近期通过并下发针对湖州地区经济特色的“绿色工厂星级贷”服务方

案。中国银行南浔支行迅速梳理摸排清单上企业，了解到浙江国富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在绿色工厂清单内，支行领导第一时间带领客户经理

上门走访。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后，了解到近期棉纺原材料上涨，同

时临近年末，企业确有一定资金需求进行囤货。近日，该行与企业财

务人员对接收集授信材料，上报授信方案，在省、市、区三级紧密配

合下，仅仅经过 3天时间便下达授信批复，得到企业高度赞扬。

建行湖州分行实现同业存单开门红。近日，建行湖州分行成功与

长兴农商行及德清农商行达成合作，两家同业成功认购该行一年期同

业存单 2 亿元。1 月下旬，由于市场流动性收紧，建行总行同业存单

发行利率逐步走高，甚至达到了一年期 3.0%的价格高位。该行从同业

存单信誉度高，风险性小，适合农商银行大资金存放需求，特别是目

前收益率达到了阶段性的高位，基本贴近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能兼

顾其安全性强和收益率高的管理需要等方面积极向客户进行推介。分

支行分管领导与客户经理积极对接客户需求，就同业存单的价格、期

限进行商磋，促成了此次同业存单的高效落地，在长兴支行成功营销

同业机构认购 1亿元同业存单后，隔日德清支行迅速拿下了 1亿元同

业存单。

中信银行湖州分行普惠金融再上新台阶。2021年伊始，该行围绕

信贷审批、产品创新、利率优惠等方面做实文章。该行一方面积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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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争取政策支持，加快业务审批力度，优先安排普惠投放，元旦至春

节前夕共发放各类普惠型贷款 130笔，累放金额 4.63亿元，年化利率

较上年末下降了约 30bps。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宽商票 e贷、银票 e贷、

信 e链等多种线上化渠道来满足不同客户的融资需求，特别是 2月初

落地首笔信 e链业务，通过可流转、可融资、可拆分的电子付款承诺

函解决了某企业上游采购过程中的货款支付难题，也为下一阶段持续

优化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了成功借鉴。

邮储银行湖州市分行首笔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贷款业务落地。

近日，湖州麦格米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由湖州正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成功从邮储湖州市分行获得 400 万元贷款，这标志着邮储银行

湖州市分行首笔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贷款业务落地。目前，湖州

市分行已成为邮储银行系统省内第一家小微易贷线上担保产品的试点

行。“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银担合作方式，实

现了担保业务批量化。该业务强化了风险分摊机制，由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省再担保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合作银行分别按 30%、

20%、30%、20%的比例承担风险责任，有效分散了小微企业的信贷风险，

有利于在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有效控制风险总量。除此以外，该业务

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为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业、“三农”市

场主体开辟了一条融资通道。

湖州银行荣获“2020 中国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奖”。近日，湖州银行

在新华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 2020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云峰会上荣获“2020中国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奖”（全国 13个、全市

唯一）。近年来，该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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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提升。一是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组建 60个助企服务小组，全年

走访企业 7000余户、新增贷款 80.8亿元、减费让利 1.5亿元。二是拓

宽绿色金融建设维度。截至 2020年底，全行央标绿色贷款余额 89.96

亿元，增长 64.94%，占全部贷款的 20.51%。三是保持参与公益热度。

2020年累计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 500多场次，接待咨询 4万

多人次；发动 3000多名志愿者开展战“疫”服务活动 480多场次；建立

帮扶救助项目 9个，救助支出 458.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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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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