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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个体工商户贷
款余额达5.4万亿元，同比增长29%，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6.4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表示，2020年以来，银
保监会及时出台实施贷款阶段性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通过续贷累计为个
体工商户提供了 3894 亿元“无缝衔
接”的资金周转支持。针对小店经
济、旅游服务从业者等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个体经营者，出台信贷帮扶措
施。引导银行机构为个体工商户“量
体裁衣”，创新信用贷款产品，推广

“无接触”金融服务。鼓励保险业为

个体工商户提供延后保费缴纳等服
务，对因疫情停运的营运车辆适当减
免保险费用。引导保险机构适当放
宽保险赔付条件，拓展赔付责任范
围，通过“绿色通道”、线上对接等方
式，对个体工商户实现“应赔尽赔快
赔”。

同时，为解决个体工商户融资难
点痛点，银保监会联合发展改革委，
依托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
台开展“信易贷”；联合市场监管总
局，依托小微企业名录系统开展“银
商合作”；联合税务总局，深入推进

“银税互动”，将个体工商户纳入政策

受惠范围，3月末个体工商户“银税互
动”贷款余额 107 亿元，同比增长超
过4倍。

“上述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
效，个体工商户贷款实现了‘量增、面
扩、质升、价降’，为个体工商户恢复
发展、增强活力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后
盾。”银保监会表示，截至今年3月末，
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达 1834 万户，
同比增长 25%；信用贷款余额 8939
亿元，同比增长 68%；新发放的普惠
型个体工商户贷款平均利率约6.2%，
较 2020 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 0.3 个
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超过1.3个百

分点。
业内人士认为，个体工商户虽然

规模比较小、底子比较薄，但关系社
会正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支
持政策和措施要保持连续性、稳定
性、可持续性，稳定个体工商户信心，
发挥个体工商户对稳就业、保民生
的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看，金融
支持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有利于畅通
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延续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并将政策适用范围扩大覆盖货车

司机、出租车司机、网店店主等个体
经营者。将围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两增”目标，持续加大个体工商
户贷款投放力度，不断拓展贷款覆
盖面。强化科技赋能提高服务效
率，改进业务审批和风险管理，开发
小额信用贷款产品，提高服务长尾
客户的效率。丰富普惠型保险产品
业务，深化银保合作机制，探索创新
符合个体工商户实际的保单融资产
品。推动建设完善信用信息和金融
服务平台，加强“信用画像”和融资
对接服务等。

（人民网记者 杜燕飞）

银保监会：
截至3月末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程科）为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短板，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达州积极推进
生态环境领域政银合作，助力绿色发
展。

在达川区河市镇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设备有序处理着场镇居民的
生产生活污水。“河市镇常住人口有
7.2 万人，日用水量 6000 吨左右，污
水处理厂的日处理量可以达到5000
吨左右。”达川区河市镇污水处理厂
厂长杨松柏告诉记者。达川区河市
镇污水处理厂于2019年4月开工建
设，去年5月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行，总
投资约7500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社会和
生态效益的项目，当初却因为投资

大、融资贷款难，在项目审批时放慢
了脚步。

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2019年，
达川区编制乡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实施方案，将具
有收益的27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与无收益的 100 个农村聚居
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打捆为一
个总投资 5.1 亿元的整体项目，再由
达川区政府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
保证担保，并追加项目应收账款质押
担保，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达州市达
川区支行申请贷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达州市达川
区支行信贷业务部副主管闫柯程告
诉记者，为了保障该项目的建设进
度，农发行达川支行在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就完成了该项目 3.8 亿元的评

级、授信、放款全流程。银行的成功
放贷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资
金保障。

据达川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余
政江介绍，近三年，达川区借助绿色
金融多方筹融资近 10 亿元，建设了
51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年处理量两千
多万吨，彻底解决了全区乡镇生活污
水直排问题，有效改善了辖区地表水
环境质量。

围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资金
需求，达州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达州
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达州分行分别签订了三年内提供总
额不低于100亿元和50亿元的融资
合作协议，对生态环保项目和相关
企业给予贷款和优惠利率的政策支
持。

政银合作 助力绿色发展

5 月 6 日出炉的最新数据显
示，5月1日至5日，网联、银联共处
理网络支付业务6.97万亿元，创同
期新高。假日经济再现活力，“吃、
购、游”是大多数老百姓假日生活
消费的主旋律。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介绍，1 日
至5日，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
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85.32 亿笔，金
额5.06万亿元，日均交易笔数和金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6.07% 和
46.48%，整体交易数据更是较疫情
前显著增长。

中国银联数据显示，1 日至 5

日，“五一”假期5天的交易金额为
1.91 万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5.5%，总量和日均数值均创同期新
高。其中，餐饮、宾馆住宿和百货
购物等相关行业的消费金额同比
增速靠前，餐饮行业增长超三成，
宾馆住宿、百货购物分别增长近两
成。

此外，在假期经济拉动下，文
娱市场繁荣发展。网联平台数据
显示，1日至5日，影视娱乐相关网
络支付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172%和161%。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据悉，截至2020年末，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累计投放扶贫再贷款
423 亿元，引导银行机构累计投放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6405 亿元，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4146 亿元，
为四川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提
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四川创新“扶贫再贷款+扶
贫小额信贷”模式，引导银行运用
低成本资金支持贫困户发展生
产。截至 2020 年末，全省扶贫小
额信贷累计支持67.11万户贫困户
发展生产、脱贫增收，覆盖45.52%
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新华社记者 胡旭）

“五一”假期网联银联
处理支付交易6.97万亿元

记者近日从中国农业银行获悉，
该行为精准服务初创阶段的小微企
业，创新推出“首户e贷”纯信用贷款
产品。年初试点推广以来，已支持近
200 户“首贷”企业，累计投放贷款
1200万元。

据了解，“首户e贷”精准服务首
次贷款的小微企业，可实现对工商注

册一年以内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
目前该业务已在全国推广。符合条
件的小微企业在工商注册且在农行
开户后就有机会通过农行企业网银
等线上渠道申办贷款，授信额度最高
30万元。

“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生产、经
营、流通、财税等数据积累不足，成为

银行发放首笔贷款的堵点。‘首户 e
贷’创新引入行为、工商等外部数
据，运用农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成果，
提升对小微企业信用及风险的综合
评判效能，有效降低银企信息不对
称。”农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
经理张星表示。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农行为“首贷”企业推出专属贷款产品
四川银行机构累计投放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6405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 4 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一季度末，我国人民币房地产贷款
余额50.03万亿元，同比增长10.9%，低于
各项贷款增速 1.7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增
速低0.6个百分点。

央行当日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
统计报告显示，一季度，我国人民币房地
产贷款增加1.67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
增量的21.7%，比上年全年水平低3.7个百
分点。

此外，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房地
产开发贷款余额 12.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增速比上年末低 1.7 个百分点。个
人住房贷款余额 35.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增速比上年末低0.1个百分点。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一季度我国房地产
贷款增速持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