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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紧急贷款：从审批到发
放不到10小时

仅用了 10天时间，武汉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背
后凝结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与汗水。泰山石膏有限公
司就是这一工程的材料供应商。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石
膏板和轻钢龙骨建材，泰山石膏迅速行动，一边就近
调集湖北仓储支援抗疫前线，一边安排复工复产以保
证项目用材。除了火神山医院，湖北黄冈、汉川等城
市以及河南、山西、辽宁、上海等地的抗疫项目，也
在大量使用泰山石膏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紧急供
货，泰山石膏很快遇到了资金难题。

2月16日，得知泰山石膏计划全面复工复产后，中
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当即组织客户经理对接企业资
金需求，连夜完成高质量单笔业务申报材料。2 月 17
日，建行山东省分行为企业开启信贷审批及业务办理

“绿色通道”，各部门分工协作、高效沟通，当天完成2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审批工作。

“考虑到企业距离城区较远，我们特地选派了业务
骨干，驱车 70公里上门为企业提供服务，现场完成合
同及业务资料的签字用印。”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2月17日19时，2亿元贷款资金顺利发放，为企业
复工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该笔贷款从审批
到发放不到10个小时。

泰山石膏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建春表示：“我们
生产的纸面石膏板产品具有保温、隔热、会呼吸的特
殊性能，这种板材隔离出来的房间，舒适度更高，并
且施工速度快、施工便捷，能缩短建设工期。建行的
贷款支持很及时，为我们全面复工提供了保证。”

“以服务民生和履行社会责任为出发点是建行不变
的经营理念。我们将继续发扬泰山挑山工的精神，以
火神山的速度和效率为企业复工复产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贡献力量。”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建行已累计投放对公贷
款2655亿元，同比多增1669亿元，其中向湖北当地企
业投放222亿元。1月23日至2月24日，累计为2457户
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投放信贷资金273.57亿元。

为充分保障小微企业合理流动性需求，建行对
普惠型小微企业配置专项信贷规模，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疫情发生以来，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708 亿元；同时推出“云义贷”专属产品，精准扶持
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已为 5175 户小微企业授信
51.3 亿元。

一颗颗爱心鸡蛋：金融支持
保供应稳市场

“尽量保证每日一个鸡蛋”，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新冠肺炎感染的肺炎防治营养膳食指导》这样建议。

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或普通居民，健康的
体魄都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疫情发生
后，德青源集团积极向全国防疫一线医护工作者和患
者提供营养助力，自 1 月 31 日起，德青源已累计捐赠
鸡蛋 155 万枚，覆盖全国 10 省 18 市县近 400 家医院和
防疫一线机构。为确保特殊时期鸡蛋不涨价、不脱
销、不断档，德青源还计划短期内针对北京市场新增
储存 3000吨鲜鸡蛋，这就意味着德青源急需大笔资金
用于生物资产和饲料原料购置。

工商银行延庆支行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
对接企业具体融资需求，克服疫情期间各种不便，创
新沟通方式，建立包括企业负责人、财务、法律、产
销等相关负责人在内的沟通群，迅速完成尽职调查，

为企业发放首笔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有效执行贷款
优惠利率。从正式启动调查到贷款发放，仅历时 1 天
半，有力保障了防疫期间鸡蛋产品供应。

抗疫复工，工商银行主动对接疫情防控相关单
位，做到应贷尽贷、高效响应。针对湖北地区，工行
设立专项信贷规模，给予专项政策、专门支持；对于
中国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名单内重点企业，成立专门
服务团队，确保将贷款精准快速发放到企业，平均利
率低于3.15%，相关企业实际负担利率不到1.6%。加大
对小微企业和制造业金融支持，推出“抗疫贷”“医保
贷”“用工贷”等专属线上信用贷款；对制造业企业提
供金融支持，2 月制造业贷款较年初增加 300 多亿元，
较1月环比增长约100亿元。

一条绿色通道：助力雷神山
医院5G基站建设

拥有 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 2月 8日投入使用，
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在雷神山医院建设过程中，
5G基站是重要的配套项目。东莞一家五金模具企业承
担了生产雷神山医院5G基站外壳的任务。

得知这一信息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主动致电了
解该企业的生产经营、复工安排和资金需求。了解到
企业在资金周转方面有困难，广东中行立即启动“绿
色通道”。2月7日14时申报，当天21时批复了1000万
元贷款。省、分、支行3级高效对接，当天完成项目上
报、尽责及审批流程，并在权限内给予了最大利率优

惠支持。
“中行贷款资金的快速到位，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让我们企业有信心、有能力奋战在防疫生产一
线。”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湖北省外，广东省也是此次疫情严重地区之
一。为支持地方企业复工复产，中国银行广东省分
行联合省工信厅推出“抗疫贷”专属普惠金融授信
产品，截至 2 月 14 日已为 73 家企业提供 3.63 亿元贷
款。对于生产、供应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开通

“绿色通道”，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简化审批流
程，满足企业在原料采购、产能提升等方面的融资
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在 2 月 24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
国将在信贷政策上继续向小微和民营企业加大倾斜，
资金支持不仅要有数量，还要有质量。同时，银行将
简化流程，下放审批权限，提高服务效率，使企业能
够尽快获得资金。

“现在各地在抓紧复工复产，企业要采购原料、发
工资，不仅存量债务需要接续，还会有新增资金需
求。对于这方面需求，我们会发挥普惠性政策工具覆
盖面广的优势，鼓励银行向企业提供增量的资金支
持，同时引导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减免服务费用。”彭
立峰说。

随着金融机构帮扶力量的到位，各地复工复产正
在有序进行。目前总体复工率已接近四成，安徽、山
西、江苏、浙江等多地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90%。战

“疫”和复工两不误，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地滋润着实
体经济。

电信业务总量 1.74 万亿
元、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9.16 亿个、流量消费 1220 亿
GB……2019年通信业统计公
报近日发布，中国通信业交
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2019 年，中国通信业持续深
化行业转型，新业务创新逐
步形成发展新动能，网络升
级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顺利，有效支撑全社会
数字化发展。

行业表现整体亮
眼，高质量发展步伐
加快

经初步核算，2019 年电
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31 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 0.8%。按
照上年价格计算的电信业务
总量 1.74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18.5%，全年稳住正增长
态势，行业发展呈持续向好
局面。

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效果
开始呈现。以IPTV （网络电
视）、数据中心、云服务和
大数据为主的固定增值电信
业务收入完成1371亿元，同
比增长 21.2%，是拉动电信
业务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之
一。近几年，电信运营商持
续推进网络 IT 化、软件化、
云化部署，网络架构重构持
续推进，以云网融合为引
领，在云基础设施、软件定
义网络、网络功能虚拟化等
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提升网
络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满
足政企客户、家庭客户的差
异化服务需求，2019 年云服
务收入增长近80%。

2019 年，通信业继续落
实“提速降费”政策，推出
携号转网业务。电信业务价
格继续下降，移动流量平均
资费降为 5 元/GB，按照单
位带宽价格计算的固定宽带
接入平均资费 （元/MB） 仅
为2014年的1/10。

光纤到户渗透率
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19年，通信业持续加快光纤带宽升级，接入网络基本
实现全光纤化，网络提速卓有成效。中国光纤宽带发展保持
全球领先地位，光纤到户渗透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65%）。

截至去年12月底，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到9.16亿
个，比上年末净增 4826 万个。其中，光纤接入 （FTTH/0）
端口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达 91.3%，较上年底小幅提高
0.2个百分点。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总数达4.49亿户，全年净增4190万户。

2019年，光纤到户网络的部署为宽带用户接入速率持续
提升提供了保障，“双G双提”工作稳步推进，推动固定宽带
和移动宽带双双迈入千兆时代。截至去年 12 月底，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3.84 亿
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总数的85.4%，占比较上年末提高15.1个
百分点。

提升千兆网络能力和扩大千兆用户规模成为固定宽带业
务下一阶段发展目标。截至2019年底，全国1000M以上接入
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87万户。

短视频推促移动互联网流量高速增长

2019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220亿GB，比上年
增长71.6%，处于较高位运行，仍是通信业保持平稳发展的助
推器。

移动支付、短视频、餐饮外卖等线上线下融合应用不断
拓展新模式、新商圈、新消费，是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
保持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电信企业的流量数据监测表明，
2019年移动用户使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消耗的流量占
比已超过30%。

2019 年 ， 全 年 移 动 互 联 网 月 户 均 流 量 （DOU） 达
7.82GB/户/月，是上年的 1.69 倍；2019 年 12 月当月 DOU 高
达8.59GB/户/月，位于全球前列。随着5G与各行业融合和应
用创新，流量消费潜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APP 上除了有专门教农民养殖和防疫
的课程，还有一些国内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非常实用！”日前，海南省现代创业创新青
年培训班学员、白沙黎族自治县山水花园休
闲农庄负责人吴小勇在家利用手机 APP“云
上智农”学习打卡。

吴小勇拿起手机，展示他在网上学习的
情况：《池塘鱼菜共生技术》课程进度 100%，

《秸秆全量还田综合利用》课程进度100%……
“受疫情影响，我们农庄客流大幅减

少。这段时间，我一边修整家里的鱼塘，一
边充电学习。”吴小勇说，等疫情过后，想
将课上所学的“用浮床在水上种植空心菜，
水下养鱼的鱼菜共生”方法应用到实践中，

“说不定是一个新的致富方法！”
和吴小勇一样宅在家里“云学习”的还

有“花农”傅旭坤，他在临高、儋州种植

了 100 多亩香水莲花。“最近几天连续低
温，我在‘云上智农’APP 和‘田课在线’
APP上关注一些防低温的种植莲花技巧，活
学活用。”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三农”领域

“一抗三保”工作部署，通过农民教育培训
保生产、保增收，该中心一手发动广大农民
学员抓防疫、一手组织农民学员线上充电学
习保生产。“我们充分利用‘云上智农’农
业在线教育服务平台、‘田课在线’学习系
统及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组织2019级现
代创业创新青年培训班学员开展线上学习。”

据介绍，线上学习内容主要从经营管
理、政策法规、创业案例分析以及渔林畜农
生产四个方面，深入教授现代创新农业科
技，着重分享现代农业创业创新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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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银行机构为抗击疫情提供近万亿元信贷支持——

复工缺资金？金融来帮忙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全国银行机构为抗击疫情提供近万亿元信贷支持——

复工缺资金？金融来帮忙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企业复工复产遇到资金难题怎么办？金融机构积极作为，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送上“真金白银”，
打通复工复产中的“堵点”，为企业注入信心和活力。截至2月26日，全国银行机构为抗击疫情提供的
信贷支持已经超过9535亿元，其中多家银行机构对湖北省内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原有基础上
又下调0.5个百分点，建行、工行、中行等以多种方式设立疫情防控专项投资逾170亿元。

资金支持不仅要有数量，还要有效率、有速度。开启“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派专人上门服
务……银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充分发挥“稳定器”作用，在战“疫”中展现了“金融力量”。

海南农民“云学习”收获多
本报记者 闫 旭 朱荣鹏

随着气温回
升，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榕江县农民抢
抓农时开展春耕
春管作业。图为
村民在榕江县车
江大坝蔬菜基地
采摘菜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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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向泰山石膏有
限公司及时发放 2 亿元贷款资金，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图为“泰山石
膏板”启程前往武汉，支援火神山
医院建设。 中国建设银行供图

▶中国工商银行第一时间为德
青源发放首笔 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保障了防疫期间鸡蛋供应。图
为德青源向防疫一线捐献鸡蛋。

中国工商银行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