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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

抗击疫情 金融“及时雨”润泽企业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自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以来， 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高度重

视，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坚守金融初心，履行

国有大行社会责任，主动服务辖内抗疫

企业和各类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以金融力量保供给、促生产，全力筑牢

疫情防控物资供给的金融战线。

争分夺秒百万贷款暖心驰援

“我们也没想到银行动作这么迅

速，两天就批复放款了！ ”广州海洁尔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先生激动地

说。 2月7日，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接连

为其发放了两笔合计490万元的贷款，

让这家生产负压隔离病床、净化杀菌空

调等医疗卫生设备的抗疫企业解了燃

眉之急。 经了解，该企业暂未纳入疫情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当中，但考虑疫情形

势严峻，在风险可控、合规的前提下，广

州市分行根据“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

原则，开通了企业融资绿色通道，克服

了疫情防控期间办公的种种不便与困

难，建立了项目专属内部沟通群，实时

沟通业务进度，并安排专项服务小组实

地调研，上门服务，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了放款准备工作。

在多方努力下，两笔贷款中，一笔

信用贷款从贷前调查到放款耗时仅两

天，另一笔小额抵押贷款仅耗时三天便

完成授信。 蔡先生说，自己跟邮储银行

合作八个年头了，黄埔区政府、工信局

还有银行一直都很支持企业，但他也没

想到这么快就能放款，非常感谢银行对

企业的大力支持，让自己对后续的生产

供给能力更有信心。

专项再贷款火速驰援医疗生产企业

近日，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成功向

人行名单内全国重点防疫物资保障企

业———贝乐（广州）智能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称“贝乐公司”）再贷款

1500万元，成为该医用红外体温枪生产

企业选择的第一家再贷款优惠服务银

行。

据了解， 在人行全国重点防疫物

资保障企业名单下发后， 邮储银行广

州市分行辖内各分支机构迅速行动、

积极服务， 主动联系相关企业主， 并

于2月下旬了解到贝乐公司的资金需

求。 随着在粤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社

会各界对医用红外体温枪等物资的需

求激涨， 爆发式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企

业目前的产量不匹配。 为进一步扩大

产能， 企业亟需融资用于材料采购、

软件技术更迭、 机器设备采购等。 因

此， 为有效缓解抗疫企业在特殊时期

资金链紧张、 融资成本高的难题， 邮

储银行广州市分行一方面加强与医院、

药品、 医疗用品生产或供应企业的金

融服务对接， 同步强化线上贷款申请、

支用放款的操作指引宣传， 保障防疫

物资生产供应以及日常经营资金周转，

另一方面结合企业需求以及疫情防控

期间的特殊情况， 推出了相关企业专

属的贷款产品， 开通绿色通道， 并进

一步加大了利率优惠力度。

与疫情赛跑

“极速贷”助商户渡难关

“整个春节假期， 原本是我们行业

的旺季，但是今年疫情导致生意严重受

损，工人工资又不能拖欠。 ”在越秀区经

营电子设备批发零售的苏老板为此深

深发愁。 幸好，节前通过手机银行向邮

储银行广州市分行线上申请的350万

“极速贷”到账，让苏老板在生意低潮期

及时得到资金周转。

谈起自己的融资经历，苏老板不禁

对邮储银行的“极速贷”竖起了大拇指。

他是广州市分行多年的老客户了，客户

经理小冯在走访维护时，了解到苏老板

时常会遇到由于突发状况而导致资金

不足、无法周转的情况。 于是，小冯向苏

老板介绍了“极速贷”的产品特色和操

作流程。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苏老板按

照流程指引，从贷款申请到审批通过前

后不到10分钟，便成功获得抵押贷款授

信350万元，并于次日签署合同。 当收到

审批通过的短信时， 苏老板啧啧称赞：

“完全是线上审批， 录入的内容也清晰

简单，10分钟不到就出审批结果， 真的

是很方便！ ”

这只是广州市分行做好疫情期间

金融服务的一个小小缩影。 随着春节

假期正式结束， 广州市分行部分网点

有序恢复营业， 同时， 各类线上业务

渠道的宣传指引工作也在持续开展。

同时， 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 在关键

时刻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

线上信贷“春雨”

为涉农企业注入“强心剂”

“真没想到， 邮储银行的贷款批得

这么快，还这么方便！ 我在线上申请，当

天就放款了，利率还特别优惠，真是帮

我解决了大麻烦!”广州市民心畜牧有限

公司企业负责人凌先生轻松地说到。 近

日，他在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申请的一

笔贷款快速到账，让因为资金周转困难

而发愁的他终于展开笑颜。 原来，经客

户经理线上远程指导，凌先生成功使用

线上E捷贷产品进行了贷款支用， 用于

采购饲料等物资的70万元贷款10分钟

不到就到账了，解决了这家涉农企业的

燃眉之急。 凌先生说，邮储银行方便快

捷的线上信贷产品大大节省了他的时

间成本，使他足不出户就完成了业务办

理，得到了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外出奔

波的风险。 凌先生说，在这个特殊时期，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银行给予客户的贴

心支持。

自疫情发生以来， 邮储银行广州

市分行高度重视线上产品发展力度，

快速提升线上服务能力， 切实履行金

融企业社会责任， 充分利用普惠金融

产品以及极速贷、 小微易贷、 E捷贷等

线上业务， 降低融资成本， 帮助客户

在疫情期间渡过难关、 恢复生产。 疫

情防控期间， 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主

动服务， 通过线上渠道面向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放款逾千笔， 金额合计

数亿元。 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普惠民

生的大行担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很多企业的经

营计划， 众多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困难重

重。 日前记者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获悉，

该行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支持复工复

产，主动加码金融服务力度，陆续出台多

项措施，全方位、多维度助力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 倾力护航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据介绍，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持续开

展“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小微客户送温暖

关怀活动，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线上

方式对小微客户进行关怀回访， 详细了

解客户及其家庭、 员工的身体健康及生

活情况，复工复产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

对客户情况与需求有了较为直观全面的

掌握。 疫情期间，该行充分借助金融科技

力量， 加强线上金融服务， 畅通手机银

行、 网上银行、 远程银行等线上服务渠

道，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安全、便捷的

综合金融服务。 同时，该行联合多家保险

公司，实施针对疫情的专项保障关怀，免

费向全体小微贷款客户赠送 10 万元"新

冠"保险保额，为小微企业平稳度过疫期

提供健康保障。

在全力保障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同

时，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大力为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纾困解难。 三月份开始，广州各

大专业市场陆续开市， 人口流动逐渐加

大， 小微企业主及其员工防疫物资较为

紧张，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积极调配各方

资源，迅速筹集一批消毒、防护物资，以

最快的速度将爱心物资送往各大商圈有

需求的小微企业， 为各大商圈小微企业

主和员工送上支持和保障， 并获得了商

户点赞和感谢。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庚子鼠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 让多姿多彩的社

会按下了暂停键。 针对新冠病毒疫

情， 华夏保险发挥保险企业特有的

优势和使命，为人民、为社会保驾护

航，公司主动扩展了 25 款长期重大

疾病保险产品责任， 涵盖新冠肺炎

确诊保险责任。 此外，公司还面向社

会各界推出“守护保”防疫保险捐赠

计划，用最有温度的行动，做最温暖

的守护者。 截至 3 月 15 日，华夏保

险积极战“疫”、真诚守护，已向涵盖

广东医疗队在内的 23 支援鄂医疗

工作队、各地医护人员、公安干警、

志愿者等一线抗疫人员及客户捐赠

超过 2000 万件防疫保险，累计捐赠

保险金额高达 40000 亿元。

华夏保险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义

不容辞，主动为企业纾难解困，把企

业员工健康作为疫情期间保障服务

的关键之举， 切实发挥了保险企业

的风险保障作用。 截至 3 月 15 日，

华夏保险向中国联通、 中国有色集

团、伊利集团、科大讯飞、中国南方

航空、碧桂园集团等 6000 多家复工

复产实体企业， 超 337 万名员工捐

赠防疫保险， 累计保额近 6744 亿

元，涵盖金融、科技、地产、餐饮等多

个行业。 全国疫情逐步好转，各行各

业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城市也

渐渐恢复昔日的活力。 华夏保险加

速线上服务升级迭代， 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更便捷的“指尖上的保险服

务”，倾力打造智慧运营、智能客服

的新平台。 公司推出的一站式空中

服务平台， 实现了保险服务全生命

周期 100%线上化，有效提升服务体

验，保障客户利益。 目前，华夏保险

线上保全率达 99.92%， 微信理赔率

达 88.8%。

华夏保险疫情以来

累计捐赠保险金额高达四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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