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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雪中送炭服务样本：
银行业雪中送炭服务样本
：
“建行蓝
建行蓝”
”
为企业注入金融
“活水
活水”
”
断探索完善解决社会痛点的金融解决方案。

融23条”明确要求大力支持的重点领域和市场
主体，建设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产业链
条上的“堵点”企业提供“润滑剂”，为“断点”企
紧扣“通”字：
业提供“连接剂”，打通堵点断点，消除痛点难
打通交通物流大动脉
点，
助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某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龙头建筑企业中
货运物流是保障百姓民生的“最后一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员单位，在该公司的
公里”。此前受疫情影响，多地对高速公
上游企业中，有大量材料、劳务等中小型供应
路加强管控措施，部分地区货运物流不畅， 商。为解决这部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企业生产经营和消费者收发货因此受限。
等难题，建行长沙铁银支行运用全流程线上操
李先生夫妇到广东佛山从事物流
作的网络供应链“E信通”，一季度已累计为300
图①
运输行业已经十余年，夫妻俩起早摸
余户上游企业融资超过8亿元。
黑在佛山大沥镇跑货运，经过多年
针对建筑行业结算金额大、周期长等特
打拼，终于在2016年创立了自己
点，建行湖南省分行定制“一链一策”，有效解
的运输经营部——佛山市南海
决了建筑企业付款压力大等痛点。截至今年4
区大沥镇黄岐建强物流服务
月底，该行深耕48个建筑业核心企业场景，运
部。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货运
用数字化工具挖潜链条商机，沿产业链穿透触
司机出车变得十分困难，物流成
达底层小微客户，拓展链条客户超过1900户，
本不断提升，企业的很多货运订
平均每个场景带动超40个链条客户，累计投放
单根本不敢接。
融资金额超38亿元；普惠金融余额达72亿元，
建行佛山大沥支行在走访了解
今年投放普惠金融客户2585户。
图②
李先生夫妇企业的经营情况后，马上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制造业补链
利用建行的普惠金融产品帮助其发放了
强链”，维护工业生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与
一笔44万元的信用贷款，并通过“减费让利”政
稳定至关重要。
策为企业提供了优惠的3.85%贷款利率，支持
为支持山西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建行山西
企业通过“惠懂你”App线上“随借随还”，有效
省分行针对解决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资金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帮助企业经营周转。
创新了建行网络供应链产品。以省内优质企
“这笔钱可以说是我们搞运输的救命钱，
真
业为支撑，为其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
的感谢银行。”获得建行的这笔贷款后，李先生
过强链补链为山西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截
图③
重新燃起希望，
手上的货运订单也有了着落。
至5月末，建行山西省分行累计为太重股份的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只是建行广东省分行
361户链条企业投放网络供应链业务14.4亿元，
金融稳托物流行业的一个缩影。据记者了解， 为晋控电力的8家链条企业投放网络供应链业
本报记者 张志伟 见习记者 杨 洁
截至3月末，建行广东省分行已累计为1300余
务10亿元。一笔笔资金支撑着大企业运转发
家物流运输企业发放普惠金融贷款超6.5亿元。 展，
保证了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受疫情影响，
身边不少企业经营周转出现
建设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为深入贯
“为全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
我行
了问题。我们非常幸运地了解到建行的‘惠懂
彻落实监管要求，切实做好金融支持货运物流
为制造业龙头企业量身定制产业链综合金融服
你’
，
快速得到资金支持，
解决了一大难题，
真心
保通保畅工作，建设银行从高度重视精准施
务方案，今年一季度累计为制造业投放供应链
感谢。”对很多中小企业而言，金融如今已不再
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帮扶重点群体、提升服
贷款4.4亿元。”建行青岛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是冰冷的概念，
而是
“润物细无声”
的存在。
务效率、加强产品创新、加强保险保障和维护
绍，
该行聚焦青岛市2022年重点项目、
区域招商
当下，疫情还未结束，内外部环境复杂，不
信贷安全等七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针对货
引资项目，
发挥传统优势，
大力支持城市更新和
少企业经营面临困难，生产经营活动难以顺畅
运物流企业，提供简化信贷准入、小微企业延
城市建设以及实体经济振兴重大工程、民生和
开展。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银行的天职，金融的
期与宽限期、授信审批绿色通道、专业研究等
基础设施领域建设，
截至目前，
分行基础设施贷
“血脉”
“活水”
作用愈发彰显。
保障措施；针对货车司机，提供便捷的线上化
款余额477亿元，
较年初新增102亿元；
与33家新
今年一季度，
各项政策持续稳定发力，
服务
综合金融服务，调整个人贷款及信用卡还款安
基建企业开展合作，
信贷余额42.47亿元。
实体经济成效明显。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 排，实施征信保护等保障措施。同时，建设银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一季度新发放的企业类贷款
行发挥母子公司协同优势，全力保障保险理赔
围绕“复”字：
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年初均下降0.2个
应急服务效率，主动排查货运物流企业及从业
精准纾困助企渡难关
百分点以上。同时，
信贷投放总量和信贷结构持
人员出险情况，
积极配置相关保险产品。
续优化，
为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实施延期还本
付息超6.6万亿元，
缓解了企业的流动性困难。
生产稳，则企业稳。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
着眼“畅”字：
在护航国民经济行稳致远方面，有一抹温
工作的同时，更好地支持企业有序生产？面对
平台“输血”稳链畅链
暖的
“建行蓝”
始终飘扬在一线。自1954年成立
疫情影响，
如何帮助有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
之日起，建设银行就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同频
建设银行总行和各分支机构积极扛起国
共振，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建设银行今年在
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对于打赢疫情防
有大行的责任担当，积极支持市场主体纾困解
关键时刻积极出台23条助企纾困举措，全力维
控攻坚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难，将金融活水转变为助力战“疫”和助企纾困
护
“六保”
“六稳”
大局，
与市场主体共克时艰，
不
建设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金
的甘露。
建行苏州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
普惠型小微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
复工困难、但持续经营和还款意愿强的小微企
业，提供续贷、延期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
记者手记
关。其中为符合条件的存量抵押快贷客户，提
供无还本续贷服务，无需归还本金，轻松续贷。
“对于2022年4月1日至6月30日前到期的普惠线
上贷款等客户，我们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延期支
持，
延期期限3个月，
延期期间提供征信保护。
”
苏州协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相城区渭
杨 洁
企业在获得金融
“活水”
滴灌时的真实写照。
塘镇，受疫情影响，企业近期资金链吃紧，更加
面对疫情，银行业扛起责任担当，积极
让企业主忧心忡忡的是，3年前在建行办理的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
“细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身处困境的各类企业
100万元小微贷款将要到期。建行苏州相城支
胞”
活力越旺盛，
经济“肌体”
才会越健康。
“输血”加大资金支持，创新金融手段协助企
行在充分了解企业实际情况和需求后，为其办
今年以来，
受国内外环境复杂性、
不确定
业“造血”，
确保金融服务不断档、
不掉线。
理了无还本续贷。
性影响，
各类市场主体面临较大压力。越是压
近日 5 月份金融数据出炉，新增人民币
为确保疫情期间金融服务不断档，建行河
力大，就越要聚焦市场主体的“急难愁盼”。 贷款规模超预期，同比多增 3920 亿元。这一
南省分行创新服务模式，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餐饮、
住
方面得益于社会经济活动回暖、实体经济融
金融服务。全力部署和推进线上服务，通过系
宿、
零售、
文化、
旅游、
客运等行业就业容量大、 资需求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则是为实现稳
列海报，加强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建融智合
受疫情影响重，
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 信贷目标，
金融机构
“应投尽投”。
“企业线上经营工具箱”、企业ERP云平
支持这些行业企业挺得住、
过难关、
有奔头。
”
见微知著，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一
台、网络供应链等线上渠道宣传，
近段时间，更是有一系列纾困举措密集
个 个 鲜 活 案 例 ，背 后 凸 显 的 正 是“ 金 融 温
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代发
出台，使金融“活水”发挥培育新动能的乘数
度”。在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助力企业
代扣、融资融智等线上和
效应。
复工复产、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投放等方面，
线下一体化金融服务，
于是我们看到，面对成本高企、利润愈
银行业金融机构贡献了了不起的金融力量，
满足特殊时期客户
薄，在广东佛山从事物流运输行业十余年的
不仅能“锦上添花”，更能“雪中送炭”。在服
的需求。
李先生夫妇，其多年打拼积累即将付诸东流
务实体经济的道路上，没有终点站，只有连
据建行河南
时，金融“及时雨”下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这
续不断的新起点。相信通过像建设银行这
省分行相关部
笔钱可以说是我们搞运输的救命钱。
”
这是李
样的金融机构，可以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走
门负责人介绍，
先生的真心之语，更是疫情背景下万千小微
过“寒冬”，
将
“金融温度”
传递。
5月份以来，该
行共投放网络

不啻微芒造炬成阳 银行业点燃“金融温度”

供应链贷款35笔，共计5960万元，发挥线上渠
道优势，保障金融服务正常运行，助力3家央企
重点建筑类企业复工复产。

“我行根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变动情
况，动态调整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发放
贷款利率，扩大分行贷款价格授权，在内部资
金转移价格、经济资本打折等方面给予‘一揽
子’政策优惠，主动承担抵押类贷款的抵押物
聚焦“稳”字：
评估费、保险费、抵押登记费，持续做好小微企
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基本盘
业、个体工商户降费工作，进一步压缩收费项
目数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建设银行相关部
资金匮乏、订单流失或无法交付、货运和
门负责人介绍，2022年一季度新发放普惠贷款
原材料成本高企……面对一系列挑战，部分外
利率4.11%，较年初下降6个基点，实现小微企
贸企业“压力山大”。对此，国家层面多次强调
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扶持，稳
2017年，
29岁的孙浩以留学九年研学生物制
住外贸基本盘。
药的背景，
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回国。随
红河河口是云南对越贸易的重要口岸，当
后创立南京康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多肽
地外贸企业受货物通关时效性影响，收汇时间
方向的研发。建行江苏省分行为其迅速匹配科
随之延后，资金占用严重影响企业正常运营。 创类信用贷款500万元，
陪伴公司走过
“寒冬”
迎
建行云南省分行联动合作单位，多次到河口地
来快速成长期。康舟医药现已成为江苏省内率
区开展实地调研，成功为当地7户投保“信保
先通过现场核查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上市持
易”保单企业提供免担保的“跨境快贷-信保
有人（MAH）研究机构，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
贷”
业务，
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企业、
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资质。
为解决云南省外贸小微企业收汇慢和资
在3000公里以外的西藏昌都玉龙铜矿，一
金周转困难的痛点，建行云南省分行通过“跨
辆辆绿色环保新能源纯电动矿用车行驶在雪
境快贷”系列产品，为外贸小微企业提供“一触
域高原，为这个极寒且温差大的深山矿区增添
即贷分秒必达”线上信贷服务体验，提高企业
了几分科技感。这些新能源矿用车不仅节能、
跨境融资便利度。目前已累计为云南省59户
安全性高，而且运输成本也仅为燃油车的1/4。
小微外贸企业提供逾1.14亿元融资支持。
其“幕后英雄”是江苏智绿生产的科技拳头产
当前，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已成为外贸企业
品——新能源充电桩。
稳健经营的必修课。
“多年来，
智绿视研发为公司的
‘生命线’
，
陆
建行厦门市分行今年以来已组织10余场中
续投入研发费用1600万元，
并拥有了22个实用新
小企业座谈会，
走访企业超80余家，
帮助企业完
型专利、
14个软件著作权。
”
公司董事长刘宏信介
善汇率风险管理；
通过持续优化线上系统，
推动
绍，
去年8月份，
他了解到建行推出的
“云知贷”
产
网银结售汇、
互联平台和小微快易等产品普及； 品，
无需抵押物，
凭借公司的知识产权专利就可
依托数字化经营思维和金融科技，
运用
“智能投
贷款，
于是提出了申请。一个星期后，
他在建行
顾”
和创新产品
“汇市慧算”
等，
着力提升对外贸 “惠懂你”
App申请的150万元贷款到账。
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此外，
普遍给予中小
据了解，
“云知贷”
是建行江苏省分行创新融
微客户结售汇价格优惠，
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微
资模式、
针对成长性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率先
企业在开展衍生品交易时仅占用授信额度而无
推出的知识产权质押线上贷款产品。截至目前，
需缴纳保证金，
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该行创业者港湾旗舰店线上线下
“入湾”
企业已
2021年以来，建行厦门市分行中小微套保
达800多家，
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4.5亿元，
全面赋
客户数同比增长22%，线上中小微客户数占比
能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为
“参天大树”
。
高达65%，中小微客户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
建设银行以“创业者港湾”为载体，打造小
率风险的规模占比高达77%，通过结售汇价格
微企业创业创新孵化平台，
连接各类资源，
为科
优惠为中小微企业让利超8000万元。
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经营支持、
贷款支持、
投贷联
建行江苏省分行则紧抓贸易新业态发展
动、
创业辅导、
商机撮合等全景式、
全要素、
全生
方向，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为新场景新模式量
命周期的服务，
为创新创业企业保驾护航，
让科
身定制创新产品，不断丰富跨境电商金融服务
创成果
“上天入海”
。
体系，充分释放跨境电商稳外贸动能。该行相
图①为建行苏州张家港金港大润发支行员工到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 将依托全牌照优势为跨
受疫情影响、流动资金紧张的隔离栏供货企业实地
境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全链条金融服务，涵盖
走访，
了解经营状况和信贷需求。
基础结算、投资融资、汇率管理、全球撮合、数
图②为建行黑龙江大庆林甸支行客户经理帮助
字会展等领域，助力跨境电商企业品牌出海，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发展新旧动
图③为建行江苏连云港灌云支行柜员在为光大
城乡（灌云）办理跨境融资贷。
能转换。
”

重在“保”字：
保市场主体“青山常在”
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都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小微企业更是面临重重挑
战。建设银行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监管
部门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有关部署，纵深推进
普惠金融战略，持续加大普惠金融信贷投放，
以高质量普惠金融服务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助企业培育内生动能，
与企业共克时艰。
小微企业对信贷资金的及时性与频次
等要求较高，疫情期间，如何打通小微企
业融资的“最后一公
里”，是金融机构
需要关注的一
项重要议
题。

图④为建行南京分行青年员工组建“张富清突
击队”，上门为物流中心商户办理业务，确保疫情期
间金融服务不断档。
图⑤为建行广西防城港分行工作人员上门指导
物流企业客户通过建行“惠懂你”App 申请信用贷款
并签订贷款合同。
图⑥为建行北京东四支行客户经理为客户办理
小微信用快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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