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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战“疫” 力量之：精准施策复工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湖北、蔓延华夏大地。 在党旗迎风

高高飘扬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线，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全体员工迎难而

上！

作为一家连续经营百余年的银行，中国银行以其稳健的经营、雄厚的

实力、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深得广大客户信赖，并与客户建立了长期

稳固的合作关系。 在黔中大地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时候，中国银行贵州

省分行推出系列金融保障措施，打出“组合拳” ，支持各地打赢战“疫” 硬

仗，“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任务补起来” ，全面夺取“双胜利” 。

六道战“疫” 力量

保障战“疫” 胜利

中行贵州省分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

银行贵州省分行（下称中行贵州省

分行）党委形成共识：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

垒； 分行的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发挥

“领头羊” 和战斗堡垒的作用；全体

党员冲锋在前， 连续战斗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

第一步， 严格做好营业场所的

消毒防护工作。 中行贵州省分行对

每一个正常营业的网点都按日做好

柜台、ATM 自助服务区、智能柜台等

设施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同时，要求

网点员工、 保安及保洁等工作人员

严格佩戴口罩，自测体温，并进行信

息登记；把此项工作抓细、抓实、抓

到位， 最大限度保障好客户和员工

的健康。

第二步，压实疫情防控责任。中

行贵州省分行党委明确各行、 各部

门“一把手” 是疫情防控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 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当前首要工作来抓， 要掌握员工外

出动向，严格实行“日报告、零报

告”制度。 如发现员工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的，必须第一时间报告。同

时， 第一时间帮助员工联系相关医

院检查就诊。

第三步， 加大中国银行手机银

行宣传。 中行贵州省分行通过各种

渠道，加大手机银行推广使用，减少

客户不必要的外出。 目前中国银行

手机银行可为客户提供超过 200 种

金融服务， 基本满足让客户足不出

户办理相关金融业务需求， 同时中

国银行总行也对中国境内的手机银

行跨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实行 2020

年手续费全免的优惠。

第四步，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金融服务。 中行贵州省分行建立

了信息快速沟通机制， 做好金融服

务业务连续性应急预案， 开通疫情

防控资金划拨“绿色通道” ，优先办

理资金拨付、捐款资金汇划业务，同

时强化电子渠道及自助设备服务等

系列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金融

服务的畅通；为确保客户用上“放

心钱、干净钱” ，专门采购臭氧消毒

机对现金进行消毒， 并主动加强与

人民银行联系， 尽量以原封全新券

配送至网点。

在疫情的面前， 银行与企业心

连心， 在企业最需要银行支持的时

候，中行贵州省分行把金融活水，以

及时的“输血” ，源源不断地输送给

企业。

为支持疫情防控小微企业以及

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中

行贵州省分行制定普惠金融专项规

模、优惠利率、无还本续贷等普惠应

急贷款措施, 开辟防疫应急贷款绿

色通道， 确保受疫情影响企业和疫

情防控客户的信贷供给, 充分利用

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足不出户的资

金结算、远程开户、手续费减免、线

上融资服务等服务。

1 月 30 日，中行贵州省分行获

悉我省一家医用酒精生产企业，在

购买原材料时，出现资金缺口,该行

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在总

行指导下开辟防疫应急贷款绿色通

道，总行、省分行和凯里分行三级联

动、紧密配合，通过普惠应急贷款绿

色通道于 1 月 31 日成功向该公司

发放 200万元贷款， 解了企业燃眉

之急。 这笔“输血” 业务，从受理到

发放仅用了 1天时间， 贷款执行优

惠利率。在这笔业务中，企业实际负

债成本， 不高于当前一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 LPR报价。

中行遵义分行得知客户红花岗

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受当地政府委托， 为红花岗区一线

抗疫人员采购防疫物资需 3700 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后， 立即出台

了相关应急预案， 成立了应急贷款

审批小组， 加班加点为该笔应急贷

款实行线上审批， 开启了防疫物资

应急贷款绿色通道。 仅仅 5 个工作

日，该笔贷款就完成了从收集资料、

撰写报告、 授信审批到第一笔贷款

发放的全流程作业， 获得了企业和

政府的高度认可。

为保障疫情期间社会稳定，保

证全省蔬菜供给， 贵阳市政府下达

了疫情期间增拨两万亩速生菜的工

作任务， 中行贵州省分行为确保企

业按时完成种子种苗采购， 安排绿

色信贷通道， 一周内成功为企业授

信 2000 万元， 并成功投放 1000 万

元， 用于疫情期间蔬菜种苗采购及

相关费用支出。

疫情期间，时间就是生命，中行贵州省

分行坚决贯彻国家有关疫情防控和做好金

融服务保障的工作要求， 第一时间开通绿

色通道支持汇款、拨付款等紧急业务需求，

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1 月 31 日， 中行贵州省分行得知一笔

用于疫情防控的 10 万只口罩进口订单，急

需办理跨境汇款 1440 万日元，该行迅速反

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启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向省外汇局和总行报备， 省分行

运营管理部、 财务管理部等相关条线人员

不到 1 小时迅速就位，在监管部门、总行及

省分行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下， 该笔汇款于

当日下午 5 点成功汇出， 并为企业全额免

除汇款手续费。

中行铜仁新华支行开立的 “铜仁市卫

生健康局” 账户，分为 4 次陆续收到财政拨

付疫情专项资金 4500 万元，因疫情资金用

款时间及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为切实保障

铜仁市、区、县所有防护、医疗用品正常提

供资金调拨， 中行铜仁新华支行

打开绿色通道，从 1 月 23 日开始

进行全天守护随时待命，此期间根据工业和

信息局的紧急红头文件要求，保障铜仁市卫

生健康局分批次累计拨付疫情资金 16笔共

计 3900万元。

其中，1月 31日 17:30， 新华支行接到

铜仁市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和人民银行指

令要求迅速拨付 1120万元疫情防控中央补

助资金。 支行仅用一个小时，就将款项拨付

至铜仁市人民医院、市二医、市妇幼保健院、

康复医院等多家医院，中国银行及时高效的

金融服务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及肯定。

疫情袭来， 贵阳市所有旅行社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暂

停了所有经营活动，在自身面临停业后经营困难、资金断

流的困境中咬牙坚持。 为支持旅行社积极面对疫情期间的

经营困难，中央文旅部及贵州省文旅厅紧急下文要求暂退

80%旅行社缴存的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以帮助旅行社克

服眼前的难关。

在暂退旅游服务保证金相关文件下发之前，中行贵阳

市瑞北支行及时联系市文旅局及市旅游协会等相关部门，

制定了退款服务预案。同时，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本着“特

事特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在金融政策方面给予了支行大

力支持，切实履行好国有大行的责任和担当，最终制定了

《旅游业金融优惠支持服务方案》， 该方案内容涵盖丰富

的金融产品优惠措施，最大限度地为贵阳旅游业助力。2月

11 日， 是贵阳市暂退旅行社旅游质量保证金办理的第一

天， 当天共有 9 家旅行社退保证金， 涉及 10 个保证金账

户，根据金融支持优惠方案，共为当天到行的旅行社办理

多笔诸如短信通知、网银、单位结算卡等优惠业务，同时对

接了有 POS 机需求的旅行社， 约定疫情平复后即上门办

理。 经过 22个工作日的奋战，顺利完成此项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贵州省内大批医护人员奋不顾身，

始终坚持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白衣战士始终牵

动着中行贵州省分行的心。

中行贵州省分行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了 “中银守

护———平安天使” 抗击新冠疫情专属保障活动，以实

际行动向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该行联手中银

保险公司推出专属定制产品， 向省内医疗机构及疾控

中心赠送专属保险，用金融力量为“最美逆行者” 保驾

护航。

此次保险捐赠是中国银行为抗击疫情制定的专属

保障方案， 由中行贵州省分行统一投保并承担保险费

用， 覆盖了省内四十余家各级医疗机构及疾控中心一

万名抗疫医护人员，保险总额超过 100 亿元，保险范围

包括医护人员因履职导致的工伤（含“新冠肺炎” ）或

人身意外伤害、因履职遭受的暴力伤害、职业病等。

3 月 18 日，中国银行发布《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期

间“稳外贸” 工作的若干措施》。 疫情期间升级专属服

务方案，推出便利化措施，为外贸进出口企业提供融资

投放不低于 1000 亿元。 “稳外贸” 十三条措施精准施

策，助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稳外贸” 十三条措施包含：针对已投保中信保出

口贸易险、完成出口报关、具有良好收汇历史的企业，

优先提供授信支持。 为客户办理无追索权信保融资，保

障企业出口收汇安全，提前实现销售回款；为企业新增

订单下的出口前风险进一步提供保险保障和融资支持

组合方案， 为投保中信保综合险项下出口前附加险的

企业优先办理出口订单融资业务等等。

4月 16日， 贵州省商务厅联合中行贵州省分行推

出“稳外贸、促复产” 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发挥金

融政策作用， 精准帮扶外贸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 该厅指导全省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

联合中行贵州省分行辖内各营业机构为企业开通绿色

通道，落实各项金融支持措施，切实保证外贸企业复工

复产的金融服务需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落实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持的要求， 切实减

轻疫情对小微企业产生的经营影响， 帮助企业共同渡

过难关和稳定发展， 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落实责任担当，结合总行相关文件精神推出

普惠金融共抗疫情支持小微企业的十条措施， 助力小

微企业共抗疫情。

战“疫” 力量之：“四步战略” 发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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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力量之：投放应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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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力量之：开通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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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力量之：大行责任担当

E.

战“疫” 力量之：金融保驾护航

瑞北支行开设党员先锋岗

世纪城支行为客户办理境外汇款用于购买防护物品

中行对进库货币进行消杀

中行贵州省分行黄黎阳党委书记向省医孙发院长

递交“中银守护 平安天使”专属保险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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