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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省首笔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授信业务日前在建行湖州德清支
行落地，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成功获批 4000 万元信用额
度及单笔业务，该笔业务以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与一般公司
机构客户有较大差异，在授信业务上
是重大的突破创新。
“半山半水秀春妆，半乡半市家
兴旺；半文半武竞风流，半耕半读写
诗章。”一首特色村歌，唱出东衡村
这座历史文化名村的秀美风光与文化
底蕴。建行湖州德清支行高度重视这
个全国文明村，将裕农通的拓展作为
打开乡村市场的突破口。为落实建行
总行战略发展，支持乡村振兴，该行
多次走访村庄，向村民普及乡村振兴

共富贷、裕农通、住房租赁等产品。
通过前期走访，客户经理顺利排摸乡
村资源，制定好营销序时计划并迅速
行动，最终成功设立了服务点，并做
好后续活跃、维护工作，让其真正实
现为民办实事的功能。作为巩固深化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该行
与东衡村双方分享工作资源、交流各
项经验，顺利打开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建共荣发展新格局，发现关键
营销商机。
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作为德清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标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矿山关停、产业转型，合作社带
领全村大胆创新，在废弃矿坑上种出
菜鱼共生农业园、种出钢琴产业众创
园、种出艺术融合文创园，实现矿产
起家、产村融合旺家、生态美家的致

富理念。合作社也以其特殊的职能和
产业地位，成为当地银行重点营销对
象。建行湖州德清支行借助乡村振兴
战略契机，积极寻求与合作社开展信
贷合作，针对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及其
融资需求，该行以客户为中 心 ， 探
索新型信贷模式，加强业务知识学
习，突破一般公司机构客户惯性思
维束缚，在授信业务上取得重大创
新。该行积极对接项目，迅速成立
专项团队，加班加点查漏补缺农村
集体经营组织授信方式方法，紧扣
需求作出反复修改，完成初稿方案
设定。
通过连日走访调研、信息数据核
对和后续整理编纂，建行湖州德清支
行稳扎稳打完成公司类客户调查评
价、申请贷款请示、授信补充材料汇
报等工作，多方协作及时发现问题，

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和专业化的完
善。该行基于团队技能、客户储备、
产品服务等综合优势，为客户提供强
有力的金融服务，有效提升客户贷款
体验，增强客户粘性，助推全省首笔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授信业务在德清的
顺利落地，最终，德清县洛舍镇东衡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功获批 4000 万
元信用额度。该笔信贷业务的开展是
授信主体的又一重大突破，在获得村
集体资金结算和信贷收益的同时，也
密切了与德清县政府、洛舍镇镇府、
东衡村的关系，为该行进一步开展与
村民个人业务联动奠定良好基础，实
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下一步，建行湖州分行将继续积
极探索“新金融+乡村振兴”新场
景，引流金融活水，为绿水青山的大
美乡村添墨增彩。

中行湖州市分行：

碳减排项目贷款助推绿色发展
记者 邵 鼎
本报讯 中行湖州市分行日前成
功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旗下某智慧能源
科技产业园发放碳减排项目贷款 2243
万元，专项用于园区内厂房屋顶分布
式能源项目建设。这也是自央行推出
“碳减排支持工具”以来，湖州中行
投放的首笔碳减排贷款。
据悉，11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
“先贷后借”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在自
主决策、自担风险前提下，向清洁能
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
域内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

优惠利率贷款，以进一步加快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各
项工作。
为更好助力碳减排重点领域项目
融资，湖州中行迅速行动，在人民银
行湖州中心支行和市金融办的指导
下，第一时间开展项目梳理，就重点
投放项目与上级行进行政策沟通，积
极申请贷款优先发放及利率优惠。此
次投放的首笔碳减排贷款，就是湖州
中行为助力地方能源转型，与浙能集
团长兴某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达成的
清洁能源领域首次项目合作。据悉，
该项目主要利用工业园区内的厂房，
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系统及制冷机

房，并基于产业园分布式能源设备
额 2243 万元的授信额度，相较同类
网，建立分布式能源展示平台、能耗
项目利率优惠近 60bp。根据人行碳
监测管理平台，对园区光伏发电、集
减排支持工具有关规定，湖州中行
中供冷、储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
将逐级上报此笔贷款，申请碳减排
统、企业用电用能等情况进行能源管
政策工具，为产业园区内企业能源
理和集中展示。
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专项
预计该项目建成后平均每年可
支持。
供 电 499.7 万 千 瓦 时 、 供 冷 1575 万
作为系统内首家绿色金融试点分
千瓦时，与相同发电量火电相比，
行，下一步，湖州中行将积极贯彻国
每 年 可 节 约 标 准 煤 约 1524.09 吨 ，
家政策，勇当绿色低碳发展的探路
每年减少排放温室效应性气体二氧
者，持续加大对湖州当地清洁能
化 碳 4067.56 吨 、 二 氧 化 硫 30.98
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重点
吨、氮氧化物 10.49 吨。结合项目基
领域企业及项目的支持力度，为服务
本情况及节能减排效果，湖州中行 “双碳”目标、加快建设共同富裕绿
为其提供了期限长达 11 年，合计金
色样本贡献中行力量。

吴兴农商银行：

“三个精准”
促文旅产业提升水平

向见义勇为注温暖
记者 逸 尘
本报讯 兴业银行湖州分
行日前参加了“勇敢的
心”——湖州市首届见义勇
为先进事迹报告会，并现场
为湖州市见义勇为基金池注
入资金 10 万元，以实际行动
温暖、关爱英雄。
报告会现场，9 家爱心企
业将 100 万元注入见义勇为
基金池，这些基金将专项用

记者 逸 尘
本报讯 浙商银行湖州安
吉支行联合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国际业务部，
日前共同举办
“如
何规避汇率风险”为主题的国
际业务客户外汇沙龙活动。安
吉县 10 余家出口型企业法人
代表及财务经理参加。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国际
业务部工作人员分析了当前
的汇率形势以及在现在形势
下如何运用浙商外汇产品来

于帮助见义勇为的英雄们。
兴业银行湖州分行作为参与
基金池的唯一一家股份制银
行，主动投身，关心和支持
见义勇为的英雄们。
接下来，该行将继续以
实际行动支持见义勇为，助
力平安湖州建设。除见义勇
为基金外，该行今明两年每
年将捐赠 10 万元，定向用于
德清县公安局困难干部员工
慰问、救助。

规避汇率风险，并介绍了该
行期权、结汇通、远期锁汇
等产品。此外，浙商银行杭
州分行国际业务部产品经理
重点介绍了银税贷、数据贷
等大数据产品。活动中，在
问答互动环节，该行客户经
理根据企业需求提出了个性
化的建议。
下一步，浙商银行湖州安
吉支行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工
作，深挖客户业务需求，提升
客户满意度。

嘉兴银行南浔支行：

开展
“现金服务大篷车”
活动
记者 驿桥 通讯员 沈欢

授信 1900 万元。
同时，该行根据企业实际经营状
况，差异化提供循环贷、税银贷、经
营物业贷等金融服务组合方案，满足
文旅企业的多元需求，累计发放循环
贷 2421 万元、税银贷 2900 万元、经
营物业贷 1.03 亿元。

精准施策，打造多元服务。该行
为“微改易贷”贷款受理开通绿色通
道，一方面贷款利率较同类企业贷款
优惠 50 个 BP，预计每年可为文旅企
业节省支出 338 万元，另一方面，建
立“微改易贷”敏捷工作小组，全面
提升办贷效率，建立专项审批、专项

考核等工作机制，最短放贷时间缩短
至 1 天。
在此基础上，免费为文旅企业安
装“一码通”等便捷收款产品，并降
低渠道手续费，实实在在让文旅企业
有获得感，每年预计减免各项费用
157.8 万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残
损人民币回收力度，有效畅
通残损人民币回收渠道，持
续提升流通中人民币整洁
度，提高乡镇、农村地区现
金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嘉
兴银行湖州南浔支行近日开
展“现金服务提质效 残币回
收进村镇”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周边商户和
居民将各类小面额的纸币和

硬币、残损币拿来兑换，活
动井然有序。活动间隙，工
作人员向周边社区居民发放
宣传折页，宣传人民币金融
知识、反假货币知识以及不
宜流通人民币标准。本次活
动，现场累计回笼硬币 9953
枚，总金额 9108.6 元。
下一步，嘉兴银行湖州
南浔支行将持续开展小面额
人民币、残损币兑换服务活
动，使人民币兑换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做市民信任的
品质银行。

广发银行湖州分行：

金融活水浇灌多村联创共富项目
本报讯 家住安吉县高禹村的村
民张彩银是当地天禹物业有限公司负
责开环卫保洁汽车的一名司机，每个
月还有 3000 多元的工资，“我以前在
外开工程车，赚的虽然多但很辛苦，
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现在的工作很
轻松，又在家门口，我很满意。”
近年来，像张彩银一样回乡就业
的村民不在少数，这得归功于该村集
体经济的壮大。早在 2018 年，安吉
县天子湖镇就创新思路，20 个村抱团
取暖、联村经营，全面发展集体经
济，闯出一番新天地。安吉天子湖镇
下辖的 20 个行政村联创，成立乡村振

兴业银行湖州分行：

外汇沙龙助企规避风险

农行安吉县支行：

记者 陈 颖

本报讯“南浔银行的绿色贷款，让我们感
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真金白银。
”近日，红利富
实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建萍说，绿色贷款解
决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红利富实木业主要经营从事木制品制造、
加工和销售。近年来，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
业发展遇到瓶颈。沈建萍认为要有市场竞争力
必须转型升级，便着力开发了近百项新产品，
并将目前 1000 平方米的产品展厅扩大改造至
2000 平方米。近段时间，木料基材涨价，给企
业带了不小的资金压力。正当她一筹莫展时，
南浔银行客户经理了解到企业正在为购买设备
资金短缺发愁，主动上门对接并介绍“绿税互
动”情况。
据介绍，
“绿税互动”是指税务局与南浔银
行开展绿色金融与税务数据共享共建探索，通
过企业的税务数据表现和降能降耗表现两方
面，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绿色低碳转型情
况进行数字画像，从而提供绿色金融专项支持。
多番了解后，红利富实木业这几年经营良
好，积极向绿色转型，并承诺未来五年的碳排
放强度逐步降低，符合该行绿色贷款的条件。
不到一周，该公司就从南浔银行拿到了一笔
500 万元的贷款。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
地，也是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
近年来，南浔银行推出多项惠企举措，有力支
持企业开展低碳转型，实现经济效益和环保效
益双提升。本次该行联手市税务局搭建企业基
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纳税情况、碳排放情
况等不同维度的企业评价模型，通过数字化平
台，科学合理评测出企业的可授信金额及碳减
排情况。该行根据碳减排情况，将企业分为 1 至
4 级四个等级，碳减排等级越高，碳效越高，利率优惠更大，主
动为向绿色转型企业把脉开方、破冰解困，破解“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并提供“一站式”服务，为企业转型注入活力。

浙商银行安吉支行：

记者 肖黎 通讯员 吴梦刚 章一依
本报讯 得益于 200 万元的低息
贷款，位于吴兴区埭溪镇的木夏民宿
启动了新一轮改造装修。“多亏了这
笔办理方便、利息优惠的‘微改易贷
项目’，解决了我们的资金难题。”民
宿负责人王烨介绍。
为强化政银合力，推动文旅产业
与金融资源有效对接，吴兴农商银行
与区文广旅体局深化战略合作，为全
区文旅企业和经济组织授信 10 亿元，
创新“微改易贷”产品。目前，累计
发 放 5441 万 元 ， 支 持 文 旅 企 业 25
家，预计带动经济增加 1.35 亿元。
精准排摸，打破融资困境。借助
湖州市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和数字吴兴
智慧管理平台，打通政银企数据壁
垒，形成真实可靠的前期排摸清单，
并建立 212 个区域网格，采取网格化
管理模式，落实每个网格内企业的走
访和了解，实行对企服务一对一模
式，做到走访全覆盖。今年以来，累
计走访服务文旅企业 200 余人次，建
立企业档案数据 124 条次。
精准帮扶，强化融资对接。为
了给予“微改造”重点项目和相关
中小微企业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
该行与区文广旅体局达成战略合
作，创新“微改易贷”产品，以信
用方式为主，支持多种担保方式，
最 高 额 度 500 万 元 ， 用 于 支 持 A 级
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风情
小镇、酒店、民宿、农家乐等文旅
企业资金难题，并举办银企融资对
接会，为吴兴区 5 家文旅企业现场

南浔银行：

记者 梓木 通讯员 张仲恒

落地全省首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授信业务
记者 陈颖 通讯员 计文雅 莫珺惠

﹃绿税互动﹄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

建行湖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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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联合公司——安吉天衡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全面整合村集体资源、资
产、资金，推动全域化布局、公司化
运营、市场化经营，将 20 个村根据产
业基础划分成 3 个片区，分别发展农
业、物业和旅游。
为了更好地助力“多村联创”发
展，农行安吉县支行围绕农业农村现
代化“补短板”建设行动标志性工
程，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提供一揽子
金融服务方案，有力壮大村集体经济
发展。截至 10 月末，已累计向联村抱
团 项 目 发 放 相 关 贷 款 1.26 亿 元 。 今
年，该行向安吉天衡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衡大置业授信 7000 万
元，目前已用信 4500 余万元，用于

进一步整合村集体资源、资产，全面
推动全域化布局、公司化运营和市场
化经营。同时，对孝丰镇“五谷丰登
花园驿站”核心经营地块所在的潴口
溪村、上墅乡安吉进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乡村抱团发展模式开展金融支
持。截至目前，已投放贷款 3400 万
元，有力提升了多村联创的乡村振兴
成效。
安吉，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诞生地，一直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作为扎根在此的国有大行，农
行安吉县支行将始终以打造服务乡村
振兴领军行为目标，坚持服务“三
农”和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今年以
来，该行已先后与县水利局、县乡村

振兴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出台 《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未来 5 年将提供人民币
合计 200 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分别
投向安吉县“十四五”规划水利项目
以及乡村产业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
乡村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振兴示范
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农村
生态旅游文化发展、乡村治理提升、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民共同富
裕等方面。
今后，该行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以高质量
金融服务助推加快打造共同富裕安吉
样本。

残损人民币兑换进村镇

今年以来，广发银行集中组织开展了“现金服务提质效，残
币回收进村镇”的专项活动。11 月 19 日，广发银行湖州分行在
益民路菜场开展残损人民币兑换活动。
记者 姚玲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