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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桂林银保监分局
迅速响应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提高政治站
位、明确工作责任，认真指导各银行迅速投入
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工作中来。第一时间传
导上级监管政策，认真督促各银行贯彻落实疫
情防控金融服务各项要求，并积极向桂林市政
府建言献策，在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及

时提出意见，配合桂林市政府迅速出台了《桂
林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若干措施》，为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
有利的政策保障。全市银行业在桂林银保监分
局的统筹指导下，进一步突出工作重心，全力
加强金融保障和服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
现出积极变化：一是主动降低企业首贷门槛。

指导各银行大力推进“百行进万企”活动，
主动对接企业，实际了解企业复工复产需求
与金融需求，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
品。截至 5 月 5 日，累计为 692 户企业首次
发放贷款、合计金额 16 . 34 亿元。二是加强
信贷支持力度，保障资金供应。各银行创新
推出“复工贷”产品，着力解决企业复工复

产资金短缺难题。截至 5 月 5 日，辖区银行
机构累计投放复工复产贷款 2485 笔、合计
金额 46 . 12 亿元。三是金融优惠政策得到进
一步落实。各银行均建立了信贷审批“绿色
通道”，并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
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截至 5
月 5 日，各行累计为客户延期还本 821 笔、

合计余额 6 . 36 亿元，延期付息 829 笔、合
计余额 55 . 94 亿元。对因受疫情影响未能及
时还款的企业不做逾期记录 202 户、合计余
额 80 . 97 亿元。下一步，桂林银保监分局将
持续监管发力，促进政策落地，为桂林市经
济社会稳定大局贡献更大金融力量。

中国工商银行桂林分行主动承担起国有大行的责任和担
当，认真落实桂林市委、市政府和上级行的工作部署，迅速
行动，主动作为，先后开展了“春润行动”、“春融行
动”、“百行进万企”等专项行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全
面复工复产企业的资金保障工作。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以来，工商银行桂林分行积极响应
市委、市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号召，开展“春润行动”。按
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畅通信贷审批“绿色
通道”，简化贷款手续，切实提升信贷审批效率，保障大
企业供应链可持续，中小企业资金链不中断。根据上级行
政策，对于有困难企业，只要企业提出申请，由客户经理
收集贷款借据信息汇总上报上级行，即可通过系统帮助调
整延期还款日期，快速有效帮助企业缓解复工复产的资金

压力。同时，对防疫重点支持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精
准施策，为名单内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灵活设置贷
款期限、担保方式，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帮助企
业纾解还款续贷等难题。截至 4 月末，工商银行桂林分
行支持复工复产企业共计 227 家，累计授信 31 . 10 亿
元，其中新增授信 6 . 18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11 . 75 亿
元。并为 208 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共计发放各类贷款
2 .89 亿元。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决
策部署，有效支持外经贸企业复工复产，工行总行于 4
月初与国家商务部签署“稳外贸、稳外资”合作备忘录，
并实施“春融行动”助力企业经营发展。工商银行桂林分
行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间组建工作团队，组织相关人员

进行专题学习，关注外贸市场变化和辖区进出口企业融资
需求，制定计划、细化措施、加强推动，确保各项金融服
务政策措施有效落地，全力支持民营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冲
击。 4 月下旬，工商银行桂林分行成功以融资性风险参
贷方式，为桂林某外贸企业融资 500 万元，实现全区首
笔“春融行动”贷款快速落地。

工商银行桂林分行秉承“相互依存、互为促进、共谋
发展”的原则，积极投身“百行进万企”活动，将上级行
下发的对接清单层层落实，明确对接企业名单和对接机构
责任，确保每一户企业都落实到具体的客户经理名下，限
时推进，保质保量完成对接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各类金融
惠企政策宣传，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将惠企
政策广而告之，与企业建立互帮互助的良好合作关系，主
动承担金融支持复工复产责任，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坚决贯彻落
实上级关于疫情联防联控和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践行国有
大行社会责任和担当，紧贴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大力宣传普
惠金融优惠政策，开辟授信绿色通道，充分发挥金融之力，
为企业注入“金融活水”，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助力
企业纾难解困。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充分利用“复工
贷”“战疫贷”等普惠产品，为民生保障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安全金融服务，全面提升客户体验。受疫情影响，因生产用
水需求及居民用水需求逐渐增大，桂林某供水企业日常经营
周转资金出现缺口。中行桂林分行第一时间向客户宣导贴息
贷款，为企业申请下调 2% 的贷款利率，高效发放复工贴息
贷款 2000 万元；桂林某米业有限公司急需资金支持采购稻

谷原料加工迫在眉睫，银行工作人员立即与企业负责人接
洽，为客户“量体裁衣”制定授信方案，加班加点收集准
备授信材料，给予 800 万元授信总量，并迅速批复，
“贷”动企业复工复产。

面对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国银行桂林分行主动营销重
点防疫企业，在授信策略、时效要求、贷款定价、担保方
式等方面给予专属优惠政策。桂林市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需要紧急增加生产线，采购原材料生产额温枪。该行主动
为企业申请优惠利率，为其发放 1000 万元信用贷款，用
于额温枪原材料采购，解除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减轻防疫
物资缺乏的压力。桂林市某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旗下拥
有 26 家直营和 20 家加盟药店，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供应
紧张，为保障广大市民的防疫物资需求，急需资金用于临

时采购。该行工作人员敏捷反应，迅速行动，向客户阐述
优惠授信政策，成功促成 260 万元授信业务落地，缓解
了企业资金压力。

疫情当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工作
部署，深入开展“百行进万企”行动，聚焦受疫情影响企
业复工复产需求的痛点和难点，主动服务，精准扶持各类
企业恢复发展，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该行获悉桂林某
出版社资金链有缺口后，充分利用《企业复工贷款财政贴
息工作方案》相关政策，为出版社制定专属贷款服务方
案，贷款利率下调 2 个百分点，大大减少企业融资成
本，成功发放复工贴息贷款 2000 万元。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将以“百行进万企”行动为契机，
持续推进普惠利民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全面
实现复工复产保驾护航，守望相助，为推动桂林本地实体
经济高质量腾飞贡献中行力量。

疫情当前，使命在肩。建设银行桂林分行党委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建设银行总行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履行大行责任，强化疫情防
控金融支持，以高质量金融服务积极支持企业实现有序复工复
产，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渡过难关。

为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建设银行桂林分行给予多项
政策支持，多措并举助力当地实体经济。一是主动为疫情防
控相关企业、医疗机构及受疫情影响各类企业投放信贷资金
超过 2 . 125 亿元。二是主动为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延长
贷款期限。截至目前，建设银行桂林分行已为 336 家小微
企业成功办理贷款延期、续贷，贷款余额 14440 万元。三
是针对防疫保障重点企业和医疗机构推出“复工贷”专属服

务，给予最低 2 . 05% 的利率优惠。截至目前，建设银行
桂林分行已投放“复工贷”贷款 2 . 15 亿元。四是为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推出了“惠贷款，送保障”小微企业主
保险权益赠送活动，主动为 38 户小微企业主获取包含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保险责任家庭意外险”在内的不同保
险权益，解除了企业主后顾之忧。

疫情期间，建设银行桂林分行转变企业金融服务模
式，加快推广线上服务。特别推出“云义贷”专属服务，
通过建行“惠懂你”APP 提供的 24 小时线上贷款服务，
截至目前，建设银行桂林分行已为 109 户小微企业提供
“云义贷”专属额度，贷款金额 7257 万元。该行还推广
智慧社区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信息化功能，提高疫情

防控效率和精准度。截至 3 月 30 日，建设银行桂林分行
累计上线智慧社区管理平台 1726 户，注册用户达 36830
户，为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堡垒，助力城乡社区构筑“线上
+线下”立体防控体系贡献力量。

建设银行桂林分行建立信贷业务申报绿色通道，加快
申报、审批、投放等流程。在了解到桂林某医院的防控救
治资金存在缺口后，建设银行桂林分行仅用 3 天时间，
便完成对该院新增授信及 2500 万元的贷款投放，为医院
抗击疫情提供充足的“弹药”。截至目前，累计已完成全
市各级医院类客户新增授信 2 . 31 亿元，同时发放流动资
金贷款 2 .105 亿元，全力支持医院抗疫工作。

同舟共济扬帆起，四海同心抗疫情。建设银行桂林分
行用实际行动架起了爱的桥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桂林市银行业充分发挥经济助推器功能
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工行桂林分行：积极作为 助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中行桂林分行：以金融之力 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建行桂林分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漓江农合行：多“点”发力 全力拉动复工复产进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漓江农合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精神，按照上级监管工作要求，
制定工作方案、落实信贷政策、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
能，全力保障疫情期间金融服务。

紧盯防疫“重点”，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疫情发生以来，漓
江农合行进一步加大对疫情防控所需的医疗设备、药品药材、
医用防护消毒物资等生产加工、购销、运输、仓储等行业客户
的信贷支持力度。春节后，漓江农合行积极主动走访桂林恒保
健康防护有限公司、桂林漓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和桂林
天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自治区防疫物资生产重点企业，深

入了解企业疫情期间生产经营以及新增信贷资金需求情
况，针对企业的实际需求制定具体融资方案，提供专属金融
服务，全力帮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业。

关注客户“痛点”，分类施策帮扶受困客户。针对疫
情影响，漓江农合行立即开展摸底调研，对于因疫情暂时
出现流动资金周转困难或到期还款确实存在困难的企业和
个人，“一户一策”制定应对方案，不盲目抽贷、断贷、
压贷，及时采取灵活方式，支持存量信贷客户继续用信。
在帮助客户渡过难关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因疫情影响客户
资金回笼造成集中违约形成贷款逾期。疫情期间，漓江农
合行累计受理客户延期还款申请 588 户，涉及贷款金额

超 28 . 71 亿元；共办理贷款续贷 654 笔，累计金额 5 . 13
亿元；办理贷款展期 66 笔，累计金额 3563 万元。

直面企业“难点”，着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复
产复工。漓江农合行充分评估疫情对本地小微企业和民营
企业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倾斜信贷规模、提高授信额度、
增加信贷投入，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信贷支
持力度。疫情期间，该行通过各种方式主动联系企业 170
余家，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及新增信贷需求，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桂林鲁山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上下游供应链企业经营受
阻，流动资金出现短缺等问题。该行向鲁山公司发放流动
资金贷款 2000 万元，保障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使经营
损失降到最低。

灵川农商行员工奔走在金融抗疫的最前线，主动联系企
业了解情况。在与桂林清研皓隆新材料有限公司对接过程
中，了解到客户为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已购置口罩生产线转
型生产口罩的情况后，该行第一时间为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为客户设计“抵押+质押”的授信方案，发放贷款
392 万元，为持续防控疫情提供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围绕“菜篮子”工程，灵川农商行紧盯农产品生产、加工、
流通、销售全链条，对重点信贷支持客户实施名单制管理，重
点支持从事蔬菜、生猪、禽类、蛋奶等种植（养殖、加工）的农户
和企业。桂林大发养殖有限公司是桂林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疫情期间，该公司生产的肉鸡和鸡蛋滞销，资金回笼承
压。灵川农商行秉承特殊时期与企业共渡难关的理念，对大
发公司制定“一企一策”扶持措施，开辟贷款审查审批“绿色
通道”，简化送审材料，加快审批放贷，为其办理无还本续贷
600 万元。同时追加贷款 200 万元，帮助企业顺利复工复
产。企业利用这笔资金每月可向市场投放约 350 万只鸡
苗，有助于养殖户恢复正常生产。

截至 4 月末，灵川农商行共发放“菜篮子”类贷款
9019 户，金额 43093 万元。持续支持本县“菜篮子”工
程重点乡镇，对以蔬菜种植产业为主的大圩镇发放种植贷

款 752 户、金额 2807 万元。对占有桂林市香葱市场 75%
以上份额的桂林市灵川县香葱产业示范基地发放贷款 362
户，金额 1369 万元。

灵川农商行作为“三农”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在开辟
快速授信审批“绿色通道”，提供可行担保贷款、纯信用
贷款等综合授信方案的同时，对于受疫情影响的涉农企
业、合作社及个人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还通过无还
本续贷及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疫情以来，灵川农商行支持复工复产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 15 户，金额 0 .66亿元，为复工复产企业和个人办理展
期、续贷业务 0.66亿元，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客户办理延
期还款或调整还款计划 6.24亿元。

灵川农商行：播撒金融“及时雨”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桂林银行：

为企业复工复产“输血供氧”

桂林银行贯彻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和相关决策部署，主动对接
疫情重点保障企业，了解企业资金需求。截至 4 月 30 日，桂林
银行已全部对接 135 家国家重点保障企业， 16 家已完成授信审
批放款，并持续做好跟进，保障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桂
林银行积极响应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等五部门共同印发的《企
业复工贷款财政贴息工作方案》，让利于企，对工业企业、民营企业
和中小微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减轻企业负担。

广西桂康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桂林地区锰合金生产重点企业，
其生产原料大量依赖进口，因此造成暂时性现金流短缺困境。桂林
银行通过摸排了解该企业的实际情况后，专人跟进、特事特办，开
启绿色通道，为其办理财政贴息复工贷款 896 万元，贷款利率低
至 3 .85%，为其节约融资成本 17 .92 万元。在此期间，桂林银行还
将企业复工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广至辖区内其他企业，并取得了
较好成效。截至 2020 年 4 月末，桂林银行已累计发放财政贴息复
工贷款 11 .94 亿元，为 451 户企业节约融资成本约 2400 万元。

桂林银行倾斜信贷资源，运用央行抗疫专用额度，为普惠小微
企业提供优惠信贷资金支持，重点支持广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合计占比约为
50%。桂林唐朝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高度多元化的在
线旅游企业，公司业务辐射 40 多个国家地区。随着疫情在全球蔓
延，各国陆续封航，唐朝国旅资金出现周转困难。桂林银行主动与
其对接，审批并通过该企业 900 万元专项“再贷款”授信申请，年
利率低至 4 . 35% ，为企业的经营解决了后顾之忧。截至 2020
年 4 月末，桂林银行已运用央行抗疫专用额度，为近 2000 户普
惠小微企业发放超过 26 亿元的“再贷款”资金支持。

针对疫情防控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企业，桂林银行综
合采取临时性展期、无还本续贷、调整还款计划、调整贷款利率
等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截至 4 月末，桂林银行共支持复工
复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816 家，贷款余额 455 . 45 亿元。疫情
发生以来，累计发放贷款 218 .36 亿元；累计为 404 家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合理调整利率，已经实际减免利息 0 . 15 亿元。加上已
审批和拟审批客户，预计全年减免利息超 1 亿元。

▲永福农合行赞助沙糖桔线上推介经费捐赠仪式举行。

▲农行桂林分行对现金进行专业消毒，全力保障现金供
应充足、流通安全。

(本版图文由通讯员王谞、毛祖亮、卢婉婷、毛俞程、唐巍菱、邓双
艳、刘婷、房胜成、唐文新、吴永琪、唐凯凌、伍文悄提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交通银行桂林分行上下一心，以实际
行动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
号召，认真贯彻落实桂林市委、市政府、监管部门和上级行关
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牢记初心使命，勇担责任，众志成城，
做好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学校
开学复课。

携手并肩战“疫”，助力学校开学复课。年初正值防疫物资
紧缺之时，交通银行桂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曾凌带队向桂林
市几大高校、中小学捐赠医用口罩、消毒酒精、消毒凝胶等防
疫物资，与客户携手并肩共克时艰。交通银行桂林分行共向桂
林市教育行业捐赠口罩 21900 个，消毒酒精 110 瓶，免洗消

毒凝胶 100 瓶。受捐学校表示，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的及时
捐赠缓解了防疫物资紧张的形势，体现了国有大行的责任
担当。

提升客户体验，做好金融服务保障。为切实保障金融服
务，交通银行桂林分行不断强化政策支撑，保证金融服务不
间断。一是精准对接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给予贷款利率优惠
等政策倾斜，全力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加快推广线上抵押
贷、税融通、沃银尊享快贷等线上线下产品，为申贷困难客
户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全力保障客户在疫情期
间的金融服务体验。积极帮助客户使用交行线上渠道办理
业务，协助客户使用在线问诊、企业网银、手机银行、交银智

慧金服平台、直联电子回单、交付保、产业链金融等金融产
品，以高效、便捷、多元化的交行线上金融服务，提升客户服
务体验。三是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实行一户一策；对贷款到期且客户仍有用款需求的，积
极做好无还本续贷，减缓企业流动资金压力。自疫情发生以
来，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累计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和小企业
贷款 236 笔，金额超过 6100 万元；累计为桂林市 144 户个
体户、小微企业主提供资金支持。

抗击疫情，守望相助，众志成城。交通银行桂林分行将
始终坚持“立足桂林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切实履行国有
银行的责任和担当，精准对接、分类施策，做到“应贷尽贷”，
以实际行动为企业复工复产解难纾困，为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贡献“交行速度”和“交行力量”。

交行桂林分行：助力学校开学复课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交通银行桂林分行向桂林理工大学捐赠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