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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民营
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成为金融领域的“主旋
律”。 不少地区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将金融资
源向民营和小微领域倾斜。 刚刚闭幕的全国
两会强调，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
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
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
降低。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和异常激烈
的市场竞争形势，作为支农、支小的主力军，
长沙农商银行始终秉持“三农”主力银行、小
微伙伴银行的市场定位，充分发挥服务下沉
的优势，增加金融支持的深度和广度，回归
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把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
企业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

聚焦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落实政策、创新产品、优化机制……经过诸
多有益的探索实践，长沙农商银行正快速实
现自身稳健发展与小微企业发展、地方民营
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长沙农商银行民
营经济贷款余额 474.83亿元，占各项贷款比
重为 75%， 民营企业申贷获得率达 95%；累
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 544 亿元， 成功解决
16833家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创新 +服务”
为民营经济注入“源头活水”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海吉星国际农产
品物流园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肉制品
等源源不断有序进出， 整个市场车来车往、
人声鼎沸、一片繁忙。

“市场发展这么好，大家都不容易呢。 ”
回忆起自己的“生意经”，商户孙军华坦言，
经历过重重难关才步入坦途。

“很多客户都要求先配送，验货后再付
款，而付款往往要拖个把月甚至几个月。 ”孙
军华记得，早些时候，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他
的生意一度陷入困境。

令人意外的是，转机说来就来。“听说长
沙农商银行最高可以贷款 50 万元， 当时就
想试一试。 ”孙军华没想到，他准备好相关资
料提出贷款申请后，仅 5 个工作日，长沙农
商银行就顺利放款，解了难题。

“有了资金支持，才能底气十足。 ”如今，
孙军华的生意越做越好，达到每天批发辣椒
100多吨、蔬菜 150车左右的规模。

事实上， 在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像孙军华一样对流动资金需求迫切的商户
不在少数。 为此，长沙农商银行创新推出最
高 50 万元额度的“吉星贷”信用贷款产品，
专门针对解决海吉星市场“收钱难、融资难、
赚钱难”的三难问题。

不仅如此，在长沙市万家丽周边商圈，为
解决商户在租金缴纳、流动资金周转方面的
困难，长沙农商银行推出“Q租贷”产品，短短
1个月时间投放贷款 1800万元；在高桥市场
商圈，为解决商户集中续约的问题，则推出
“商圈贷” 专属产品，3 个月内新投放贷款
9500万元……

在支持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的过程中，长
沙农商银行瞄准融资痛点， 从 2018 年起通
过实施特色支行打造计划，为小微企业量身
定制个性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重点在流
程、授信政策及费用上给予倾斜。

“业务专营支行即根据支行所在地的区
域经济特色、产业特色、业务特色等，进行精
准定位，提供专营产品，服务特色经济。 ”在
这样的理念下，长沙农商银行将汉城支行打
造成为全省首家独具特色的“菜篮子”银行，
专门服务海吉星市场小微企业主体。

对于特色支行的发展，长沙农商银行始
终坚持“各有不同”。 天顶支行作为科技专营
支行，面向长沙高新区推出“风险补偿资金
贷款”等明星信贷产品，在园区管委会提供
财政专项资金补贴的支持下，主要帮助园区
科技型小微企业解决抵押担保方式的融资
“痛点”。

目前，长沙农商银行共拥有 5 家经营类
特色支行， 已集中推出无需抵押的银担贷、
股权贷、专利权质押、政府采购贷、流水贷、租
金贷、园区贷等 10 多款产品，覆盖河西梅溪
湖商圈、南城奥特莱斯商圈、暮云特色小镇、
东城喜盈门商圈、北城湾田国际商贸城及高
岭商贸城， 为长沙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注入
“源头活水”。

“减费 +让利”
为民营企业雪中送炭

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

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
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转型的火山。 如何才能削平“融资的高山”？

在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上，长沙农商
银行多措并举，主动控制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成本，主动进行减费让利，并严格规范服务
收费，以薄利优质的服务去激发小微企业的
经营活力。

长沙凯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高
新技术企业，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达
50%。但是，由于回款慢，周转资金少，难以大
展拳脚。

2018年底，从长沙农商银行天顶支行申
请 500 万元银担贷融资后，仅仅 3 天，资料
收集、贷款审批、放款流程便全部完成，令凯
瑞重工总经理卜红华大为吃惊：“完全没想
到效率这么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

原来，这也是该公司成立几年来，第一
次拿到无抵押的银行贷款。

据了解，为切实满足民营企业短、频、快
的融资需求，长沙农商银行特别制定了授信
政策指引，实施差别化授权管理，缩短信贷
审批链条，确保优质民营企业贷款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及时得到审批。

与此同时，开辟民营企业申贷审批绿色
通道，大大提高民营企业授信审批效率。 以
天顶支行为例，最快 3 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
批放款，一解企业融资的“燃眉之急”。

对于“融资贵”给企业造成的困扰，长沙
农商银行也亮出重拳化解。 该行出台《服务
价格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取消企业收费
项目 29个，降低企业收费标准项目 3个。

对于拥有 1.3 亿元授信额度的湖南果之
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而言，这是真金白银的
“减负”。 果之友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与长
沙农商银行有公司业务、 资金结算业务、个
人业务等全方位合作，取消、降低部分收费
项目，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

今年，该行将推进“两降一控”即降利率、
降门槛、控成本，实施取消跨行手续费、网银
手续费、 优惠支付结算手续费等一系列举
措，更好地让利民营经济、小微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长沙农商银行已
从公司治理架构入手，审议通过《关于设立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消
费者权益委员会的议案》和《关于长沙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消费者权益
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选举从事实体经
济的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为充分保护小微企
业权益提供保障。

“投放 +管理”
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

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2018 年 11 月 1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
发表重要讲话， 并提出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具体举措， 释放出毫不动摇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的强烈信
号。

“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大，越要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 ”在长沙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善良看来，民营经济是推动地方发展不可
或缺的力量。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既是党和
国家的政策要求，更是金融机构责无旁贷的
职责使命。

作为湖南省唯一一家省市共建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 长沙农商银行自 2016 年成立
以来，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
整信贷结构，不断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投
放力度。 同时，改革和完善内部考核和激励
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

在长沙农商银行的金融支持下，湖南果
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获得 1.27 亿元贷款，
“果之友”门店如今遍布长沙大街小巷；长沙
市志发实业有限公司获得贷款 6 亿元，长沙
地标商业体“万家丽”国际 Mall 因此顺利完
成升级改造；湖南天恒超市有限公司获得各
类贷款 1.5 亿元， 由一个单一传统的超市成
功向商业综合体转型……

还有和顺石油、高桥大市场、华雅国际等
许多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项目，同样也在长
沙农商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下稳步发展，行
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通过加大对民生、文体娱、高科技产业的
扶持力度，压缩控制房地产等风险行业授信，
长沙农商银行信贷投放基本涵盖批发和零售
业、建筑业、农业、高科技行业等各个民营企
业集中的行业， 信贷结构不断优化。 截至
2018年 12月底，长沙农商银行在制造业、居
民服务、租赁和商业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等方面的贷款较年初均有增长， 而房地产业
的贷款则持续下降。 此外，长沙农商银行未对
“两高(高污染、高能耗)一剩(产能过剩)”行业
新放贷款，并对原有存量贷款进行逐步压缩。
同时，着力完善对金融资产的有效管理，选定
信贷业务熟、 工作能力强的员工专门从事民
营企业贷款的服务、辅导工作。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疏通产融对接
渠道，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今年以
来，长沙农商银行继续深入各区政府和园区
开展“银企交流会”和“小微专场银企对接
会”，精准提供金融政策讲解、产品推介和一
揽子金融服务。 截至 3月 12日，已深入金霞
经开区、隆平高科技园、岳麓高新区、长沙高
新区、雨花经开区、长沙经开区以及宁乡经
开区等园区开办 10 场交流会， 对接小微企
业 300 余户， 目前还有 10 场银企对接会正
在积极筹备中，金融辐射范围覆盖长沙内五
区、望城区、长沙县和宁乡市。

除了召开银企座谈会，长沙农商银行还
通过举办金融知识论坛、宣传国家金融政策
等多种形式， 为民营企业提供财务顾问、信
贷咨询、经营诊断等方面的辅导，帮助民营
企业加强公司治理、规范经营。

“以服务省会经济建设为己任，积极践行
普惠金融理念，长沙农商银行会用更多实际
行动诠释地方性银行的责任与担当，助力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 ”胡善良说。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
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帮助民营
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支持民营企业改
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
泉充分涌流， 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
发。 ”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召开的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民营企
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明确提出了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 6 个方面政
策举措， 为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

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长沙农商银行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针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中存在的难点和焦点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
用实际行动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前
进中的问题， 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

提高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认识，树立“银

企命运共同体”意识。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
荣， 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利益
共同体。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
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是金融立业之本，也是防范金
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服务民营企业是长沙农
商银行的战略性业务，成长潜力大，占的比重
会越来越高。 在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企
业的发展问题上， 长沙农商银行党委、 董事
会、管理层思想统一、目标清晰、态度坚决；放
眼长沙， 区域内已有不少中小微企业是我们
的长期客户，大家情况熟悉，彼此有感情；加
上管理层级少、决策链短的优势，更加符合中
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融资需求。 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 民营企业好， 则长沙农商银行
好；民营企业兴，则长沙农商银行兴；帮助民
营企业渡过难关， 就是帮助金融业迈过打好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个重大关口。

自 2016 年 9 月挂牌开业以来， 长沙农

商银行坚持“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的市场定
位，秉承“小微企业就是大市场，小微企业就
是大客户”理念，聚焦服务小微企业、民营经
济，优化服务模式，深化减费让利，取得良好
成效。 截至 2018年末， 全行资产总额 1193
亿元，存款余额 921 亿元，贷款余额 634 亿
元；跻身全国银行业 100 强，在全国农商银
行中排名第 16 位； 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
544 亿元，取消企业收费项目 29 个，降低企
业收费标准项目 3 个，助力 16833 家中小微
企业跨越融资的“高山”。

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 长沙农商银行支
持民营经济， 主要就是要支持解决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优
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
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 长沙农商银行将大力推动政
策、资源向民营企业倾斜，计划 3年内累计投
放贷款不低于 300 亿元， 支持 3000 家以上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

在持续加大民营经济贷款倾斜力度的过
程中，提高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是
重中之重。 因此，我们将研发更多符合民营企
业需要的信贷产品，确保信贷资金精准滴灌。

按照省里《关于进一步支持全省民营和
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沙农商银
行正在深入开展“两进两促”（进园区、 进企
业、促融资、促发展）活动，持续落实银企“面
对面”、政策“直通车”、产品“大超市”、案例

“故事汇”、问题“条条清”，着力解决民营企业
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 长沙农商银行继
续致力于提升服务效率， 针对授信审查审批
实行限时办结制、审批承诺制，进一步完善流
程设计。 改革和完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
制， 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
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

今年，长沙农商银行出台了《授信手册》，
明确 2019 年授信策略、 行业客户及项目准
入标准及特殊业务准入流程， 以指导信贷资
源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倾斜。对于长沙农商
银行来说，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负债率
较低、 风控能力较强的民营企业是授信重点
对象。与此同时，对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经营
困难的民营企业，决不采取简单“一刀切”的
办法，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确保民营企业
贷款户数、投放额度的增长。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长沙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善良

削平“融资的高山”
———长沙农商银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综述

长沙农商银行小微专场银企对接会现场。

长沙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物流园区进行走访调查。

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跳马镇喜雨村的 “Q
惠邻” 金融便利店，为
周边居民和商户带来
便利金融服务。

长沙农商银行营业部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