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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落实市“三聚三保三落实” 助企纾困稳进提质攻坚行动、

“银企命运共同体”专项行动等各项工作部署，吴兴区通过优化金融服

务、强化政策保障等举措，为推动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保障融资持续稳定。分行业、分领域进行企业大走访，分批

召集企业代表、银行代表围绕疫情下不同行业面临的痛点难点展开座

谈，全力解决企业融资需求；目前已成功解决中电科技、世仓仓储等

一批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关做法获浙江日报头版报道。聚焦“引活水、抢

发展，金融助企零距离”，召开全区首期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行

业+金融”服务模式形成了“企业发声——问题交办——金融服务——

需求解决”的落地闭环，已点对点协调解决重点交办问题 21 个。截至 6

月末，区属银行贷款余额 1284.79 亿元，同比增长 24.29%，较年初新

增 184.41 亿元。 

二是推进政策精准滴灌。建立投资、工业、外贸、服务业（文旅）

等重点领域“白名单”管理制度，出台“行业+金融”配套政策，安排 5000

万元专项资金，提升金融资源输送的“精准性”。目前，已排定首批白

名单企业 155 家、重点项目 27 个。仅政策出台当月，金融机构已对“白

名单”企业发放贷款 41 笔，共计 23414.53 万元。同时，为抢抓政策落

实，将政策兑付时间缩短为半年一次，目前已组织开展上半年贷款贴

息申报。 

三是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引导银行机构下调服务业企业存量贷款

利率，并将让利结果列入公款竞争性存放考核体系,突出政策的引导作

用。吴兴农商行等银行响应区级号召，将 471 家服务业小微企业存量

贷款的年化利率在原基础下调 0.5%，直接减免利息约 150 万元。通过

完善政策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已落实各类金融补助 20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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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助企纾困相关部署，南浔区着力加大金融

助企纾困力度，助力中小企业摆脱困境、恢复活力，推动经济平稳健

康运行。 

一是精准供氧保生产。畅通货币与信贷引导机制，着力破解民营

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

金融助企纾困。全区金融机构单列 110 亿元纾困帮扶专项信贷资金支

持保障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及时恢复生产，保

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输血供氧”。推进金融“三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专员作用，推动银企对接向纵深化、

持续化发展。 

二是减费让利降成本。深入贯彻落实省“融资畅通工程”，持续加

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扩大降本让利优惠面。

截至 6 月末，全区银行机构累计新增贷款 127.86 亿元，发放央行再贷

款金额 6.54 亿元；无还本续贷金额 12.58 亿元，降息减费 3650.81 万

元。强化政策性担保机构与在浔银行的业务合作，进一步降低政府性

融资担保费率，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行业。截

至 6 月末，市正策担保公司已与南浔区 13 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融资

担保余额达 9.13 亿元，在保企业 418 家，担保费率最低按 0.5%标准执

行，在原担保费率按 1%或 0.8%收取的基础上再下调 20%支持相关扶

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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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政策惠企助发展。坚持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作用，对区级配套补助政策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深入推进“行业+

金融”助企纾困模式，各行业主管部门出台金融助企纾困等一揽子政

策。2022 年兑现“一季度工业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补助”260.86 万元，“绿

色建筑保险贴息补助”62.48 万元，完成“2022 年绿色贷款贴息补助”“人

才创业企业融资担保费补助”“人才创业企业贷款贴息补助”申报审核

工作，拟申报补助共计 644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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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省、市、县助企纾困工作要求，德清县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一

企一策”抓帮扶，全面推动降本减负，不断提高市场主体金融服务可获

得性和便利度。截止目前，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 317.57 亿元，同比增

速 20.46%。 

一是政策引导稳定供给。通过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再贷款再

贴现等政策，引导银行机构扩大普惠小微信贷投放。今年以来，发放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激励资金 639 万元；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

工具，支持银行机构向 530 户小微企业和涉农主体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6.72 亿元。出台《关于金融助企纾困稳增长十二条意见》，精准落实“行

业+金融”助企纾困模式，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

方式，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白名单”企

业；目前，德清农商行已为民宿经营主发放贷款金额近 2 亿元。 

二是考核激励扩大总量。开展全县金融机构“四比一争”大比拼，

通过每季度亮晒通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市场主体纾困稳增长工作力

度。在全县政府专项债招标中专门对银行助企纾困赋分 30 分，对于纾

困期间贷款新增较大及利率较低的银行，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竞争性

存放中予以加分。截至 6 月末，全县银行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414.29

亿元，较年初新增 173.41 亿元，增幅达 13.97%  

三是多措并举共克时艰。各金融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延期还款、

分期还款等措施为企业展期或续贷，落实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

不惜贷底线要求，最大限度为企业纾困解难。截止目前，银行机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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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续贷余额已达 50 亿元。将 LPR 利率下降传导到具体贷款定价中，

在前期已减免多项手续费的基础上再度加码，普惠小微企业平均贷款

利率比年初下行 60 个 BP。 

四是创新产品提质增效。推动金融机构优化“零接触”业务应用场

景，实现线上线下金融服务无缝对接。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

则，开通绿色通道，高效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充分运用湖

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全流程在线融资服务；截至目前，累

计注册 2362 家企业，提供贷款超 100 亿元。加快落地“人才贷”、“浙

科通”产品切实服务轻资产科创人才企业；今年以来，已累计为人才企

业发放信用贷款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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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长兴县省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稳住经济大盘

决策部署，多策并举全力做好金融“保供、帮扶、让利”工作，贷款增

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截至目前，工业经济贷款投放超过 450 亿元，

全部贷款利率 4.76%，持续保持低位。 

一是直达政策让企业早享受、快享受。出台一揽子金融助企纾困

政策，在全面落实普惠型纾困政策扶持措施中列明了推动银企精准高

效对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

等三项内容。推动 25 家银行研究出台实质性、可落地、直达企业的纾

困举措，形成政策汇编手册，发布在金融长兴等公众平台，切实将政

策红利精准传导至各类市场主体。 

二是高效对接让企业诉难题、解难题。成立“长兴县金融纾困稳进

提质攻坚行动工作专班”，建立“银企主体责任、乡镇属责任、部门协

同推进”的金融纾困工作机制，通过“大走访、大排摸”，动态掌握企业

融资需求。定向开展分行业的银企对接会、银企座谈会、融资问题协

调会等银企对接活动，及时高效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截至目前，已推

动全县各级行长走访企业 1100 家次，举办银企对接会、问题协调会、

座谈会等活动 25 场，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75 亿元。 

三是降本增量让企业多受益、真受益。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专业

性和多牌照优势，加大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推动降低综合

融资成本。如农发银行、杭州银行科学匹配贷款期限和企业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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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推进“连续贷+灵活贷”机制建设，综合续贷、流贷、循环贷多种

贷款模式，提升客户的金融服务获得感；浙商银行为出口企业提供“外

币融资+结汇”流动性服务方案，化解企业流动性难题。推动政策性融

资担保公司对所有企业担保费率下调 20%，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担保费

应免尽免，担保额度已从原先最高 500 万元扩额至最高 1000 万元；截

至目前，在保余额达 6.33 亿元，累计为企业减免担保费用 1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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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三聚三保三落实”助

企纾困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的统一部署，以畅通“三条通道”推动各项 助

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 

一是畅通“政策通道”，市场主体发展回暖。制定出台“金融十二条”

政策意见和“行业+金融”助企纾困融资服务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政策红

利直达惠企；鼓励县内银行积极出台助企纾困金融举措，帮扶市场主

体。截至目前，已成功帮助 4 家重点行业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2950 万元，

推动工商银行制造业（专利权质押）贷款投放 4520 万元，农商行旅游

服务业全额贴息贷款投放 1.38 亿元。 

二是畅通“资金通道”，企业兑付进程加快。将助企纾困政策宣讲

与企业“三服务”走访深入融合，大力开展政策宣讲会，鼓励企业对照

政策条款，积极申报各类项目，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尽快兑现，保障企

业“资金无忧”。截至目前，已兑付惠企奖励 8 笔，共计 2742.61 万元，

兑付率达 93.68%。 

三是畅通“应用通道”，需求对接更加精准。受经济下行压力、疫

情频发、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等因素叠加影响，安吉县依托“浙里金融综

合服务”“绿贷通”“绿融通”等数字化应用，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精准对

接，帮助企业解决各类融资需求。截至目前，“浙里金融综合服务”帮

助企业完成直接融资 116.5 亿元；银行机构通过“绿贷通”平台为县内

550 家企业完成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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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新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聚三保三落实”助企纾困

稳进提质攻坚行动部署，扎实开展“银企命运共同体”专项行动，进一

步强化金融助企纾困，实现经济发展稳进提质。 

一是强化政策落地。出台《稳经济发展九条政策意见》，对文旅

餐饮、工业技改等行业领域企业给予贷款贴息补助，总计划安排 1500

万元财政资金，预计可撬动银行信贷融资超 5 亿元，惠及各类企业 150

余家。全面推进市级各项金融惠企纾困政策落实到位，目前已审核通

过各项政策补助 376.4 万元。 

二是强化政银联合。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与宁波银行、

农业银行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支持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

强化对银行机构的考核激励，考核结果纳入政府性资源招投标的赋分

体系，鼓励引导银行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延期还贷等工具，减轻企

业资金周转压力。举办银企对接会，推动资金供需精准对接。 

三是强化机制保障。深入推进“行业+金融”助企纾困模式，对受疫

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进行“点对点”帮扶，与新区内金融机构联

合走访困难企业，为企业送去惠企政策，推动解决融资困难，目前已

累计走访企业 120 余家。收集汇总各银行机构助企纾困特色优势融资

产品，整理《助企纾困金融产品汇编》，用于走访企业时发放，便于

企业查阅和对接。 

 

报：吴登芬副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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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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