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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光山支行

1、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贷款（项目）

（1）贷款对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

记，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法人，优先受理国有企业。支持借款人从事现

代农业物流体系，如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农副产品、食品等冷链物流。新型流通业态，

农超对接、农批对接、农校对接、农产品展销、

农产品直供直销等；城乡一体化的连锁配送和

营销网络；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涉农电子

商务平台。农村物流体系，农村区域与城乡居

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快递仓储配送、农副产品市

场和物流基础设施等。

（2）贷款方式

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光山支行..................... 22
1、房抵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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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采用担保贷款方式，可采用组合担

保方式，合计担保额度应覆盖项目贷款本金与

还款期前三年利息。

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借款人（生产经营

未满三年的，其企业法人控股股东应具备下述

条件），可发放信用贷款：

①经农发行评定信用等级在 AA- 级（含）

以上。

②近三年连续盈利，且近两年经营性净现

金流为正。

（3）贷款期限

一般不超过 15 年。帮扶贷款、PPP 项目贷

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20 年。

（4）贷款利率

在人民银行及农发行相关利率管理规定的

基础上，综合考量借款人综合贡献度、项目综

合效益等因素，秉承“对标同业、保本微利”

原则，可给予适当优惠。

（5）贷款额度

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要、项目综合收益、

借款人综合现金流、风险承受能力及所提供的

风险保障措施等因素合理确定。

（6）还款付息方式

宽限期内按季结息，不还本金。进入还款

期后按还款计划分期还款，每年还款不少于两

次，利息按季照付。

（7）业务申请流程

借款人授信、用信业务通常打包办理，业

务流程包含以下环节：市县行受理并初步评估

→省分行调查部门调查评估→省分行审查部门

审查→省分行贷审会审议→审议通过下发审批

书→合同签订→满足放款条件后提交省分行放

款中心审核后发放贷款。

若借款人为新准入客户，则需先办理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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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再办理授信、用信业务，评级业务一般

由县行发起、市分行审批。

联系人及电话 ：雷长伟　0376-8870976

2、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贷款（项目）

（1）贷款对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

记，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法人，优先受理国有企业。支持借款人从事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 如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

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环境治

理、闲置土地绿色利用、无害化公厕建设改造、

厕所粪污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农村地区散

煤替代、村庄公共空间整治、村容村貌提升，

以及用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农村空心村拆除复垦等。农村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如农村教育培训设施、科技文化

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基本养老和普惠养老设

施、便民商业设施、社区管理服务设施建设及

服务等。乡村开发建设，如依托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不包括旅游产业设施）、民族村寨建设、传

统村落保护、农耕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保护、

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天然气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

设施建设等。

（2）贷款方式

原则上采用担保贷款方式，可采用组合担

保方式，合计担保额度应覆盖项目贷款本金与

还款期前三年利息。

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借款人（生产经营

未满三年的，其企业法人控股股东应具备下述

条件），可发放信用贷款：

①经农发行评定信用等级在 AA- 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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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②近三年连续盈利，且近两年经营性净现

金流为正。

（3）贷款期限

一般不超过 15 年。帮扶贷款项目、PPP 项

目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20 年。

（4）贷款利率

在人民银行及农发行相关利率管理规定的

基础上，综合考量借款人综合贡献度、项目综

合效益等因素，秉承“对标同业、保本微利”

原则，可给予适当优惠。

（5）贷款额度

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要、项目综合收益、

借款人综合现金流、风险承受能力及所提供的

风险保障措施等因素合理确定。

（6）还款付息方式

宽限期内按季结息，不还本金。进入还款

期后按还款计划分期还款，每年还款不少于两

次，利息按季照付。

（7）业务申请流程

借款人授信、用信业务通常打包办理，业

务流程包含以下环节：市县行受理并初步评估

→省分行调查部门调查评估→省分行审查部门

审查→省分行贷审会审议→审议通过下发审批

书→合同签订→满足放款条件后提交省分行放

款中心审核后发放贷款。

若借款人为新准入客户，则需先办理评级

业务，再办理授信、用信业务，评级业务一般

由县行发起、市分行审批。

联系人及电话 ：雷长伟　0376-8870976

3、教育扶贫贷款（项目）

（1）贷款对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机关核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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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具备相应经营资质，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法人，优先受理国有企业。支持借款人从事贫

困地区幼儿园、中小学校优化布局，改善基本

办学条件和标准化建设；以培训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就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职业技术教育实

训基地的新建、扩建、改造等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2）贷款方式

原则上采用担保贷款方式，可采用组合担

保方式，合计担保额度应覆盖项目贷款本金与

还款期前三年利息。

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借款人（生产经营

未满三年的，其企业法人控股股东应具备下述

条件），可发放信用贷款：

①经农发行评定信用等级在 AA- 级（含）

以上。

②近三年连续盈利，且近两年经营性净现

金流为正。

（3）贷款期限

一般不超过 20 年。

（4）贷款利率

在人民银行及农发行相关利率管理规定的

基础上，综合考量借款人综合贡献度、项目综

合效益等因素，秉承“对标同业、保本微利”

原则，可给予适当优惠。

（5）贷款额度

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要、项目综合收益、

借款人综合现金流、风险承受能力及所提供的

风险保障措施等因素合理确定。

（6）还款付息方式

宽限期内按季结息，不还本金。进入还款

期后按还款计划分期还款，每年还款不少于两

次，利息按季照付。

（7）业务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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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授信、用信业务通常打包办理，业

务流程包含以下环节：市县行受理并初步评估

→省分行调查部门调查评估→省分行审查部门

审查→省分行贷审会审议→审议通过下发审批

书→合同签订→满足放款条件后提交省分行放

款中心审核后发放贷款。

若借款人为新准入客户，则需先办理评级

业务，再办理授信、用信业务，评级业务一般

由县行发起、市分行审批。

联系人及电话 ：雷长伟　0376-8870976

二、中国工商银行光山支行

1、税务贷

贷款对象：小微企业

贷款方式：信用

贷款期限：1年

贷款利率：3.6% 起

贷款额度：最高达 3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手机银行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赵经理　0376-8878370

2、e企快贷

贷款对象：小微企业

贷款方式：房产抵押

贷款期限：最长可达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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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3.6% 起

贷款额度：最高达 30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银行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赵经理　0376-8878370

3、个人房产抵押消费与经营组合贷

贷款对象：个体工商户

贷款方式：房产抵押

贷款期限：最长 10 年

贷款利率：3.6% 起

贷款额度：用于消费用途的，额度最高

200 万；用于经营用途的，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银行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黄经理　0376-8878370

三、中国农业银行光山支行

1、房抵贷

贷款对象：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及其他

持有生产经营证明的自然人

贷款方式：商品住房抵押，抵押率不超过

70%

贷款期限：最长 10 年

贷款利率：一年以内（含），年利率 3.9%；

一年以上，年利率不超过 4.15%

贷款额度：最高 50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一年以内（含），每月付息、

到期还本；

一年以上，分期还款。

业务申请流程：客户手机银行自助申请→

客户经理上门调查→线上审查、审批→签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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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线上用款、还款

联系人及电话 ：王恩忆　13598591579

2、个人助业贷款

贷款对象：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

贷款方式：①抵押（商品住房、商业用房

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率不超 70%）；②

担保（自然人保证担保、信用担保机构担保、

市场管理方担保、企业法人担保等）

贷款期限：最长 10 年

贷款利率：一年以内（含），年利率 3.9%；

一年以上，年利率不超过 4.15%

贷款额度：最高 100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一年以内（含）的，每月

付息、到期还本；一年以上的，分期还款。

业务申请流程：客户申请→客户经理上

门调查→市行审查、审批→签订合同→客户用

款、还款

联系人及电话 ：王恩忆　13598591579

3、纳税贷

贷款对象：纳税等级 A 级、B 级或 M 级的

诚信纳税小微企业

贷款方式：纯信用

贷款期限：1年，循还使用、随借随还

贷款利率：年利率不超过 4.30%

贷款额度：最高 30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到期还本、按约还息

业务申请流程：企业网银申请→线上审

查、审批→掌银签订合同→线上用款、还款

联系人及电话 ：廖永利　1383978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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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银行光山支行

1、税务贷

贷款对象：成立满 2年的企业

贷款方式：线下

贷款期限：1年

贷款利率：年利率 4%

贷款额度：5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季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提供授信材料审批额度

联系人及电话 ：缑沁宜　18790130353

2、烟草贷

贷款对象：成立满 2年的烟草经营商户

贷款方式：线下

贷款期限：1年

贷款利率：年利率 3.85%

贷款额度：5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提供授信材料审批额度

联系人及电话 ：张　浩　18238260156

3、税易贷

贷款对象：成立满 2年的企业

贷款方式：线上

贷款期限：1年

贷款利率：年利率 3.85%

贷款额度：2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个人手机银行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张　浩　1823826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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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抵贷

贷款对象：成立满 1 年的企业、个体工商

户

贷款方式：线下

贷款期限：5年

贷款利率：年利率 3.85%

贷款额度：2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季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提供授信材料审批额度

联系人及电话 ：张　浩　18238260156

五、中国建设银行光山支行

1、云税贷

贷款对象：企业成立经营 2 年以上，纳税

信用评级 ABM 且 24 个月纳税不少于 4次

贷款方式：线上信用贷

贷款期限：1年

贷款利率：4%

贷款额度：最高 3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每月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收集资料 - 开户 - 录入信

息 -线上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朱小宏　13569765277

2、商叶云贷

贷款对象：营业执照满 1 年，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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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烟总额 10 万以上

贷款方式：线上信用贷

贷款期限：1年

贷款利率：4%

贷款额度：最高 2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每月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收集资料 - 开户 - 录入定

烟信息 -线上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朱小宏　13569765277

3、抵押贷

贷款对象：营业执照满 1 年，产权清晰的

房产（经营者和房产拥有者可以不为同一人）

贷款方式：线下抵押，线上申请

贷款期限：额度有效最长 3年

贷款利率：4%

贷款额度：最高 10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每月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收集资料 - 开户 - 上门拍

照核实房产 -录入信息 -线上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朱小宏　1356976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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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光山支行

1、房抵贷

贷款对象：经营满 6 个月的公司或者经营

满 1年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贷款方式：营业执照 + 房产抵押（本人或

他人名下房产均可）

贷款期限：5年内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贷款利率：年化利率最低 3.9%

贷款额度：最高 30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等多

种还款方式

业务申请流程：联系我行经办人员，可以

线上测试、也可以线下审批

联系人及电话 ：沈　玲　15939732522

2、小微易贷

贷款对象：经营 24 个月以上的有公司营

业执照的企业

贷款方式：营业执照 +抵押或信用

贷款期限：最长 6年

贷款利率：最低年利率 4.2%

贷款额度：最高 10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

本等

业务申请流程：联系我行人员，携带法人

身份证和营业执照，线上测算贷款额度

联系人及电话 ：王箫笛　18337670319

3、创业担保贷款

贷款对象：经营满三个月的个体户或者小

微企业，需要满足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条件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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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方式：营业执照＋担保

贷款期限：24 月

贷款利率：财政贴息，客户无需支付利息

贷款额度：15-15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季度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1、提供相关证件到人社

局申请贷款。2、现场调查拍照。3、贷款上报

审批。4、签合同放款。

联系人及电话 ：沈　玲　15939732522

七、光山农商行

1、金燕益企贷

贷款对象：注册地或经营地在县域内的民

营和小微企业

贷款方式：保证、抵押、质押

贷款期限：最长 3年

贷款利率：低至 6.36%

贷款额度：最高 100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定期还息不定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1、通过我行手机银行线

上申请；2、线下全辖各网点均可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李泊乐　1503979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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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燕民宿贷

贷款对象：在县域内经营农家乐、民宿等

乡村休闲旅游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

贷款方式：保证、信用、抵押、质押

贷款期限：最长 3年

贷款利率：低至 5.94%

贷款额度：最高 30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定期还息不定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1、通过我行手机银行线

上申请；2、线下全辖各网点均可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文自亮　18537618136

3、金燕公积贷

贷款对象：县域内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单位及其他私营企业正常缴纳公积金（缴纳

期限 12 个月（含）以上）的正式在编在岗人

员

贷款方式：信用、保证

贷款期限：最长 1年

贷款利率：低至 4.35%

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定期还息不定期还本、等

额本息、等额本金等

业务申请流程：1、通过我行手机银行线

上申请；2、线下全辖各网点均可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方　磊　15978505340

4、金燕烟草贷

贷款对象：县域内拥有《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的个体工商户

贷款方式：信用、保证、抵押、质押

贷款期限：最长 1年

贷款利率：低至 4.65%

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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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付息方式：定期还息不定期还本、等

额本息、等额本金等

业务申请流程：1、通过我行手机银行线

上申请；2、线下全辖各网点均可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 ：冯　震　15978579699

八、中原银行光山支行

1、经销商支持计划

贷款对象：依托真实贸易背景，针对各

类主流经销商发放的满足其采购需求的专项贷

款，涉及乳制品、食品饮料、酒水、日用品、

家用电器、家居建材等

贷款方式：信用

贷款期限：12 个月

贷款利率：年利率不超过 5.5%

贷款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还款方式：按月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关注中原银行小微金融小

程序—小微企业专属贷款—经销商支持计划—

提交

联系人及电话 ：王宇通　1863838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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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超 V贷

贷款对象 ：向依法经营的持有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发放的用

于短期经营周转贷款

贷款方式：信用

贷款期限：12 个月

贷款利率：4.35%

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

还款方式：按月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关注中原银行小微金融小

程序—小微企业专属贷款—商超 V贷—提交

联系人及电话 ：王宇通　18638380371

3、商易贷（个人版）

贷款对象：根据借款人信用状况、经营

等信息的全面采集和分析，为个体工商户经营

者、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发放的用于其日常合

法生产经营的可循环线上经营贷款

贷款方式：信用

贷款期限：12 个月

贷款利率：不超过 5.5%

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

还款方式：按月还息、到期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关注中原银行小微金融小

程序—小微企业专属贷款—商易贷（个人版）—

提交

联系人及电话 ：王宇通　1863838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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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信阳珠江村镇银行光山支行

1、“珠江·反向保理贷款”

贷款对象：商贸类、服务类、工程类企业

担保方式：下游核心企业担保

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

贷款利率：月息最低 6‰

贷款额度：最高 300 万

还款方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银行预授信→贷款人提供

与下游核心企业合同→核算应付账款→申请保

理→预付账款→按进度偿还保理

联系人 ：曹经理　15938206566

2、“珠江·税易贷”

贷款对象：成立 2 年以上，最新纳税信用

等级在 B级（含）以上的小微企业

担保方式：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股东提

供保证担保

贷款期限：最长 1年

贷款利率：月息最低 6.8‰

贷款额度：最高 200 万，且不超过企业近

两年年均纳税额的 6倍

还款方式：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业务申请流程：联系客户经理了解信息→

面谈制定方案→客户准备材料→银行签约→放

款

联系人 ：裴经理　1869773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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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郑州银行光山支行

1、E税融

贷款对象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登记且诚信纳税的小型微型企业

贷款方式：信用

贷款期限：最长 1年，

贷款利率：普惠利率

贷款额度：最高 100 万元

还款付息方式：可按月付息，到期还本；

也可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业务申请流程：税务局官网信息授权→通

过我行 APP 或小程序进行预授信申请→开立对

公户，信息维护→正式授信，支用贷款

联系人及电话 ：陈经理　13838199312

2、房 E融

贷款对象：个体户、企业

贷款方式：商品房抵押

贷款期限：1-3 年

贷款利率：普惠利率

贷款额度：最高 10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或等

额本息、等额本金

业务申请流程：提供营业执照、申请人身

份证、户口本、房产证或不动产登记证书等资

料线下办理

联系人及电话 ：陈经理　13838199312

3、简单贷

贷款对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贷款方式：信用

贷款期限：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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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普惠利率

贷款额度：最高 100 万

还款付息方式：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业务申请流程：客户申请→现场调查→业

务审批→合同签署→贷款自主使用

联系人及电话 ：陈经理　13838199312

附件：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

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政策选编

第二类八项 21 条 . 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交通运输企业、货车

司机、快递人员等特殊群体，按照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努力做到应延尽

延，延期还本付息日期原则上不超过 2022 年

年底。

第四类十六项 54 条 . 对住宿餐饮、批发

零售、文化旅游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鼓

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适当降低贷款

利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给予贷款贴息。

第五类十九项 65 条 . 因城实施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更好满足个人住房消费合理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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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家庭首

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原则

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25%，各地可向下浮动 5

个百分点。

第五类十九项 67 条 . 对因疫情原因无法

及时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特殊困难群体，落实

延期偿还相关政策。

第五类二十项 68 条 . 按照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发放并购贷款、

降低利率，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兼并收购重组

困难房地产企业或其优质项目。

第五类二十项 69 条 . 鼓励金融机构合理

加大对经营稳健、风险可控房地产企业和项目

的支持力度，对建筑施工企业给予必要流动资

金贷款支持，不盲目“一刀切”抽贷、压贷、

断贷，不得强行划转重点监管资金。

第七类二十九项 104 条 . 对减免租金的

各类出租人可按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鼓励银行业机构落实差异化信贷政

策，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人提

供贷款延期、宽限期及续贷、减费让利等优惠

政策，引导国有银行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视需

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

第七类三十项 106 条 .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

等行业，鼓励银行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采取下

调利率、减免服务收费、调整还本付息安排、

扩大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等方式降低融资

成本，积极探索开展景区、文体设施经营权、

门票收入权质押和文旅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抵

押、动产抵押贷款。

第七类三十一项 112 条 . 提高保险出险理

赔效率，鼓励适度延后营运汽车保险等保费缴

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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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类三十三项 123 条 . 积极落实交通

物流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交通物流等企业融

资，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稳定供应链的

支持力度。

第七类三十四项 127 条 . 适时推进支持符

合条件的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

展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进一步便利企业借用

外债，支持非金融企业的多笔外债共用一个外

债账户。支持企业以线上方式申请外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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