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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农商银行推出“城新通”方案

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持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卜利丹

6 月 29 日上午，东莞农商银行城市

更新产品发布会暨乡村振兴 2020 启动

会在东莞农商银行总行大厦举行。 发布

会现场隆重发布了《东莞农商银行“城

新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该方案是东

莞农商银行紧跟湾区建设步伐、围绕城

市更新创新设计的又一重磅金融服务

品牌。 信息时报记者现场获悉，东莞农

商银行计划加大城市更新项目信贷投

入， 为东莞市“工改工”、“工改居商”、

“旧村改造” 等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强有

力的金融支持，助力“湾区都市、品质东

莞”建设。

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强有力金

融支持

东莞农商银行行长傅强现场致辞

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当前东莞最

大的机遇，产业升级是东莞要开辟的新

局面，城市更新则是把握机遇、开辟新

局的重要途径和重要载体。 支持城市更

新是东莞银行业践行初心使命、 服务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重要体现。

东莞农商银行发布“城新通”综合

金融服务方案，就是要表达为东莞城市

更新提供诚心服务和诚信服务的决心。

为支持和推动东莞市城市更新，东莞农

商银行计划加大城市更新项目信贷投

入， 为东莞市“工改工”、“工改居商”、

“旧村改造” 等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强有

力的金融支持，助力“湾区都市、品质东

莞”建设。

“城新通”含五个模块创新产品

“城新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具体

包含“新”、“融”、“通”、“链”、“聚”五个

模块创新产品，分别为城市更新的各种

模式、各类主体、 各个阶段提供全面金

融服务。

具体产品有“股权并购贷”、 “项

目开发贷”、 “厂房经营贷”、 “分离

式保函”、 “创富理财” 等融资类、 担

保类、 结算类以及增值类产品， 可以

为城市更新各类参与主体提供一揽子、

整体性的金融解决方案， 全面推动城

市品质提升。

在发布会现场， 东莞农商银行分

别向南城街道、 厚街镇、 东城街道、

长安镇、 望牛墩镇、 洪梅镇、 茶山镇、

京东都市产业园、 莞民投、 兴业集团、

宏远集团等东莞市城市更新重点镇街

及知名企业颁发了战略合作牌匾， 并

与京东都市产业园、 莞民投、 北栅实

业以及亚创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东莞农商银行将与政府、 村组以及企

业等各方通力合作， 全力推动东莞市

城市更新进程。

加大力度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东莞美丽村

居” 短视频大赛颁奖仪式， 该活动由东

莞农商银行与东莞市青年摄影家协会、 东

莞市城市品牌创新中心、 东莞理工学院新

闻学院等联合举办。 借此活动， 东莞农商

银行希望所有东莞市民、 村民增强对东

莞美丽乡村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全民参与美丽东莞建设。

此外， 在“乐购农商助乡村” 环

节， 通过直播形式， 向现场以及线上

观众推荐荔枝等东莞市优质农产品，

提升东莞市优质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从

而助力农企发展、 提升农户收入， 助

力乡村振兴。

东莞农商银行表示， 作为东莞本

地最大金融机构， 东莞农商银行始终秉

承“客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服务理念，

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 坚持以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回报广大客户。 未来将加大力度

支持“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 建设以及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金融力量。

工行东莞分行切实助推脱贫攻坚

日前，工行东莞分行向信息时报记

者介绍，2020 年， 面对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这一场硬仗，东莞工行以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总省行

党委决策部署，全面助力总省行做好点

对点扶贫对象帮扶工作。 该行充分发挥

领导班子带头作用，系统分解全辖各单

位扶贫攻坚主体责任，全面组织宣传发

动全行各级人员参与扶贫工作，形成扶

贫合力，努力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贡献

东莞工行应有力量。

聚合力 创金融扶贫新模式

四川金阳县地处大凉山南麓金沙

江大峡谷北岸，地理环境恶劣，自然灾

害多发，耕地稀缺，脱贫难度极大，是国

家级深度贫困县。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统一安排， 中国工商银行从 2015 年开

始定点支持该县脱贫， 并于 2020 年 3

月安排工行广东分行点对点帮扶金阳

县如期脱贫。

东莞工行按照总省行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薄弱环节，坚持“三个优先”要

求，全力支持金阳脱贫摘帽，充分发挥

客户优势、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凝聚

企业力量，探索“政+银+企”爱心金融扶

贫模式，为金阳县脱贫攻坚献力。

2020 年 6 月 3 日，工商银行广东省

分行与四川省金阳县举办定向捐赠签

约仪式。 签约现场，东莞工行携爱心企

业向金阳县丝窝乡丝窝村生猪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捐款 200 万元，助力金阳特

色企业发展，以产业促就业、促增收、促

脱贫，帮助贫困群众获得可持续收入来

源，支持建立稳脱贫、防返贫的长效机

制，切实助推脱贫攻坚。

巧助销 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脱贫攻坚不仅要“输血”，更要“造

血”。 东莞工行积极落实总省行工作部

署，充分应用总省行科技优势、平台优

势，全面助力贫困户解决农产品卖难问

题。

强化宣传发动，直播带货提销量。 5

月 20 日， 工行广东分行联合四川分行

在金阳县开展“扶贫美食汇”网络直播

活动，东莞工行提前组织该行辖内员工

进行宣传推广并及时收看直播，助力金

阳县加强产品宣传、 推广销售渠道、塑

造良好品牌形象， 进一步提升产品销

量。

借助金融科技， 畅通渠道巧助销。

东莞工行依托工总行融 e 购电商平台

中的扶贫专区“金阳县”特色场景，连线

金阳县农产品销售商在该平台销售特

色农产品， 同时发动专业部门做好宣

传、推广，倡议广大员工、客户朋友在融

e 购平台采购系列产品， 进一步助力金

阳县贫困户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开展“春暖行动”， 消费扶贫助增

收。 东莞工行将员工福利与脱贫攻坚相

结合，拟向金阳县贫困农户采购两批扶

贫农产品用于发放员工福利，进一步加

大贫困地区农产品购买力度，帮助贫困

农户增收。 2020 年 6 月 12 日，东莞工行

向金阳天地精华青花椒白魔芋农民专

业合作社采购首批特色农产品。 据介

绍，第二批扶贫农产品将于今年 7 月份

完成采购。 这些农产品发至每个员工手

中，成了员工心中最美味的“调味品”，

实现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为员工做

好十件实事。

义帮扶 聚全行之力献爱心

2020 年 6 月 18 日， 东莞工行举行

“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善日” 捐款

仪式。 员工纷纷献拳拳爱心。

今年 6 月 30 日是第 10 个“广东扶

贫济困日”，东莞工行积极贯彻落实省、

市政府和省行的工作部署， 精心组织、

积极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暨东莞慈善

日”爱心捐款活动，进一步强化宣传效

应，营造良好活动氛围，激发全行捐赠

热情，聚全行之力，发扬互帮互助精神，

为帮扶身边困难群众、贫困地区尽一份

心，献一份力。 目前，该行辖内支行网点

仍在积极组织捐款活动，全行上下齐心

协力，共战脱贫攻坚。

据东莞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筹集的爱心款项将通过该行工会

部分汇至东莞市相应扶贫捐款账户，部

分汇至省行对口扶贫对象阳江市东阳

区那龙镇九三村扶贫点，切实帮助困难

群众和贫困地区的弱势同胞，为脱贫攻

坚事业尽心献力。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东莞工行表示， 将继续履行大行担当，

坚持不懈好扶贫工作，推动全行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再提质、再增速，为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贡献应有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宋娜

现场颁发了战略合作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