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桂清 美编：林燕芳

金融 /综合

2020.9.16��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8

·新东莞

创新银保合作 赋能科技企业

———东莞农商银行为高新科技企业量身打造“科保贷”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孙璐

为进一步赋能科技企业，盘活实体

经济，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昨日

上午，东莞农商银行与中国人保财险东

莞市分公司联合举办了东莞市高新技

术企业“科保贷”项目启动仪式。 双方在

现场签署了“科保贷”合作协议，并与部

分高新技术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科保贷”是在东莞市金融工作局、

东莞市科技局、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

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东莞监管分局的政策指导下，由东莞农

商银行和中国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联合推动的创新项目。 该产品主要面向

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通过创新引入保证保险模式，量身

定制信贷服务方案，为轻资产无抵押小

微科技型企业提供最高 300 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为 1 年， 并配以灵活还款方

式，为企业解决短期内的资金需求。 同

时，在东莞市科技局名录内的高新企业

在办理“科保贷”放款后，还可申领科技

保险保费补贴， 最高可享受保费的

60%。

据了解，科技型小微企业以其技术

优势，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生

力量。 然而，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高技术

性、高成长性在成为其发展驱动力的同

时，也涌现出“轻资产、缺担保”的特点，

因此在融资上往往遇到渠道匮乏、额度

有限等难题。 对此，东莞农商银行行长

傅强在活动现场致辞表示，为帮助小微

企业走出融资困境，降低企业科技创新

融资成本，长期以来，东莞农商银行积

极践行“为普惠金融创造最大价值”的

核心价值观，与东莞市政府有关部门保

持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与

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信贷支持计划，

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产业的金融支持

作用。 近三年来，东莞农商银行为中小

型科技企业发放超过 20 亿元贷款，有

效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企业加强创

新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科保贷”项目的推出，是东莞农商

银行积极探索“银行+保险”模式，有力

践行普惠金融和社会责任的又一成功

体现，更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的具体举措。 东莞农商

银行表示，下阶段，将持续加大在“支农

支小支新”金融服务的创新力度，推出

更多契合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不断优

化金融服务模式，持续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新动能，助力广大小微企业“乘风

破浪”，稳步前行。

贺岁币第二批次预约兑换今日起开始

昨日，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

行获悉，2020 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以下

简称贺岁币）

第二批次的预约兑换将于

9 月 16 日~9 月 22 日进行，东莞地区的

预约兑换工作由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

行

（以下简称“东莞工行”）

独家代理，已

经预约的市民需到预约的营业网点进

行预约兑换。

据了解，贺岁币第二批次预约兑换

机制与以往一致，公众持在预约系统登

记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在预约的

营业网点的营业时间内办理预约兑换

业务。 如代他人兑换贺岁币的，需持代

理人和被代理人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原件办理，且被代理人数不超过 5 人。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2020 年贺岁普

通纪念币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未预约和

预约未兑换的贺岁币不再通过现场方

式进行兑换。 该行提醒预约了第二批次

的市民，要及时在预约兑换时间段内的

网点对外公示营业时间内进行预约兑

换，逾期未兑换的预约信息将作废。 市

民可登录工行官方网站纪念币专区或

通过工银融 e 联、工银融 e 行 APP 以及

“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 微信公众号

等查询预约网点。 此外，近期，该行也会

通过 95588 短信提醒已经预约成功的

客户及时进行兑换。

东莞工行介绍，今年以来，该行持

续加强疫情防控，通过加强营业网点和

金融设备消毒管理、配备具有防疫功能

的自动柜员机等，有效保障广大客户和

员工的生命安全。 为做好贺岁币预约兑

换工作，该行加强对贺岁币实物流转关

键环节的消毒防护工作，各营业网点每

日对贺岁币及装箱进行消毒杀菌。 同

时， 将加强对人员的安全防护管理，进

入营业网点的人员要佩戴口罩、出示粤

康码并进行体温探测，进入网点前还要

登记基本信息。 为减少人员接触，避免

现场出现拥挤等情况，该行还将对进入

网点的人员进行合理控制，因此建议市

民错峰前往预约兑换。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宋娜

捐建求学路、派发慰问金、设立大病救助基金

“嘉荣员工家乡公益”用爱拉近游子与家乡的距离

9 月 11 日，江西上饶市花厅镇金鸡

村小学校门口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该村

大平地通往金鸡小学的长 270 米、宽

2.5 米的“嘉荣求学路”这天正式竣工。

从此，金鸡小学的学子们不必再为求学

路上的不安全而担忧。

修路为学生解决出行难题

花厅镇金鸡村大平地至金鸡小学

路段全长 270 米，是村里孩子们上学的

必经之路。 自小在金鸡村长大、现在广

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任职的林叶飞感

触颇深：“这条小路常年长满杂草，晴天

路过招虫子，甚至还有蛇出没，一到下

雨天溅得满身都是泥。 小路靠近水渠，

路面很窄， 学生们每天上学来回四趟，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

今年 3 月，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发起“情系故里，爱心归嘉”员工家乡公

益行动，帮助在嘉荣工作的员工一起建

设家乡，在嘉荣工作 8 年之久的林叶飞

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并提交了报名。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在了解情况后，

当即决定为金鸡村修建求学路提供资

金支持。 为确保项目落实到位，嘉荣设

立了专项资金，安排专人对项目实行全

程监督，严选施工队伍、严把工程质量，

终于在 9 月初完成了道路项目的铺设

施工。

除了捐建求学路，嘉荣 SPAR 还为

金鸡小学优秀学子捐赠爱心书包，爱心

书包里备有彩笔、笔记本、文具袋、保温

杯等，勉励孩子们努力学习。

以嘉荣家乡公益大使身份回到家

乡，林叶飞显得十分激动，他表示，“无

论我身处何方依然时刻惦记着家乡的

变化发展，感谢嘉荣帮助我实现建设家

乡的心愿。 我也希望家乡的小朋友长大

以后不忘故土， 接过建设家乡的接力

棒，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

让爱从“嘉”到家

离开江西后， 9 月 13 日“嘉荣员工

家乡公益” 爱心小分队继续前往安徽，

为当地贫困户送去爱心慰问金，并资助

“大病救助基金”，为村里患有大病且生

活贫困的村民排忧解难。

跟林叶飞一样，魏良健作为嘉荣家

乡公益活动推广大使回到了自己的家

乡安徽胜淮村， 为家乡人民送上惊喜。

“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务工， 留在

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因为残疾、多病

等原因，生活非常拮据艰苦。 ” 魏良健

表示，得知嘉荣发起员工家乡公益活动

第一时间就报了名，此次被选中由公司

帮他实现家乡心愿， 让他感到异常感

动。“嘉荣为 39 户贫困家庭派发了爱心

慰问金，希望能够缓解他们生活上的困

难；同时公司还为家乡资助大病救助基

金， 资助患有大病且生活贫困的村民，

助力实现‘病有所医’。 ”

记者了解到， 从今年 3 月开始，嘉

荣便发起了员工家乡公益活动，号召员

工把自己想为家乡实现的愿望写下来，

公司每年选择一些家乡愿望落实实现。

8 月 6 日起，承载着游子美好愿望的“嘉

荣员工家乡公益”爱心小分队，相继前

往广东韶关梅花镇、江西金鸡村、安徽

胜淮村，帮助他们圆一个家乡梦。 除了

为家乡修建求学路、资助“大病救助基

金”，心愿还包括：为家乡的贫困户购买

电视机， 丰富他们的精神娱乐生活，助

力扶贫脱困。

“嘉荣员工家乡公益” 活动相关负

责人表示：“家乡是游子心中的根、是每

个人无法割舍的情结。 嘉荣是一家大型

零企业，更是一家关注民生的有温度的

企业，希望通过家乡公益活动，把爱从

‘嘉’带回‘家’，切实为员工家乡解决困

难，使公益帮扶更精准。 ”

据悉，自 1992 年成立以来，嘉荣凭

借稳健的经营，目前在广东珠三角十多

个城市及湖南郴州开设了 130 多门店，

总营业面积 80 万平方米， 拥有占地面

积近 14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配送中

心，连续多年蝉联“中国连锁百强”。“作

为区域零售的龙头企业，嘉荣始终牢记

企业的社会责任， 开展一系列公益活

动。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迄今，嘉荣

通过极具特色的公益项目为公众带来

梦想和希望，先后开展“新候鸟计划”、

“微爱集善”、“公益徒步”、“员工家乡公

益”等饱含嘉荣特色和情怀的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分别在教育、体育、环保等不

同领域带给公众正能量。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科保贷”项目启动仪式现场。

金鸡小学的学子们不必再为求学

路上的不安全而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