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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企业过桥转贷难题

武汉农商行 8.6亿元解企业燃眉之急

本报讯（通讯员李婷 陈昕 张帆 记者胡
）在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一笔无法按时偿
还的过桥贷款成为压垮大风厂的“最后一根稻
草”。在现实中，受近年大环境影响，也有部分小
微企业出现应收账款回款滞缓现象，导致无法
按时偿还银行到期贷款，而出现经营危机。
长江日报记者昨日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获悉，为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过桥转贷资金的燃
眉之急，该行一年来已累计发放应急资金业务
65笔，金额达 8.6亿元，发放金额及发放笔数
均位居全市首位。
武汉某激光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经营大幅面激光切割机的科技型
企业。2016年 10月初，为进一步加大科研力
度，扩大经营规模，该公司申请了新一轮贷款。
楠

但由于前期贷款已投入备货，难以一次性还款
3700万元，公司一时间出现了流动资金困难
的局面。
还款期限日渐临近，短时间内如何寻求资
金解决还款问题？就在该公司负责人愁眉不展
之际，武汉农商行主动派专人上门，迅速跟进，
向其介绍了小微企业融资应急资金，并指导其
进行申报。
仅 3个工作日，该公司的应急资金申请即
获通过。虽然资金使用期限只有短短 10个工
作日，但这笔应急资金却解决了公司生产运营
的燃眉之急。而且，使用资金的 10个工作日
中，2天利率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90%，其余 8
天为银行日化贷款基准利率，共为企业节省了
过桥费用 48万余元。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需金融先行。为着力解
决小微企业在融资续贷过程中出现的周转不
灵、过桥转贷资金困难的问题，武汉市经信委主
导、多家银行共同参与，设立了“武汉市小微企
业融资应急资金”这一公益性的短期融资项目。
申请人在取得主办行的推荐入围与续贷批
复后，经主办行、武汉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审核
通过，即可在短时间内完成续贷手续办理。单户
申请额度每年最高 1000万元，分段计息。
武汉农商行积极响应，成功申请成为参与
该项目的首批入围银行，并已于 2016年向武
汉某公司发放了全市首笔应急资金款项。一
年来，武汉农商行充分利用下辖 200余家网点
遍布全市城乡的优势，不断延伸应急资金款项
的服务触角，在发放金额和发放笔数方面始终

浦发银行武汉分行负责人
赴挂点企业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陶木子）为落实武汉市金
融局行长联系服务企业活动，积极响应市委、
市政府号召，近日，浦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黄旭东携业务骨干，与当代集团董事
长艾路明一行开展银企会谈，双方围绕股权
基金、并购重组、债务融资工具、同业业务、传
统信贷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进一步加强
银企对接沟通，了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武汉市实力最强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下
辖三家上市公司、一家证券公司、两所二级
学院，业务面涵盖医药、房地产、证券、教育、
矿产等领域，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火炬计划和
国家经贸委下达的国家重点高技术推广计
划。
2015年以来，浦发银行武汉分行与当代
集团建立了持续稳定的业务往来关系，行领
导曾多次带队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先后

通过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股票质押式回
购、发放并购贷款以及一般流动资金贷款等
方式，累计向当代集团提供融资 23.5亿元，为
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浦发银行武汉分行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全力支持“五个湖北”建设，进一步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2016年
全年新增贷款规模 287亿元，在全省 11家股
份制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重点扶持科技型、
绿色、生态等中小微企业发展，成功研发了业
界领先的“小微网络信贷系统平台”，推出了
“网贷通”系列产品，截至 2016年底已有效服
务小微客户 600多户，授信支持 2亿元。
黄旭东表示，此次调研活动，进一步表达
了双方继续合作、携手共赢的意愿，浦发银行
未来将把该公司旗下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上报为总行重点客户，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
支持力度。

本报讯（通讯员万 翔 记者 程 思 思）昨
日，建行第三届武汉电商博览会展台，在武
汉国际会展中心 T3展位登场。
在本次展会中客户可到建行展台现场
体验“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在建行的“人脸
注册屏”将脸部信息进行注册，即可在建行
移动金融体验机上，凭借脸部信息识别，免
费领取矿泉水。人脸技术的应用，将建行金
融服务迈向了更智能、更简单、更安全的新
台阶。
移动金融体验机是建行 2016年创新
定制、2017年投入应用的网络金融服务设
备。通过此设备广大客户可在建行网点完
成移动支付购物体验，设备所提供的商品
均由与建行合作的优质企业提供，物美价
廉。移动金融体验机的推出不仅丰富了建
行网点的功能场景应用，同时为企业与个
人客户打造了互惠共赢的金融生态。

碧桂园武汉区域品牌发布会恢弘盛启
昨日，“为武汉雄心” 碧桂园武汉
区域品牌发布会盛大开启。 这是碧桂
园武汉区域公司首次公开解读品牌新
战略， 也是备受行业关注的碧桂园滨
江项目案名发布会。 碧桂园集团领导、
各大媒体及文化大师何祚欢齐聚一
堂，一幅 “为 武 汉 雄 心 ”的 城 市 战 略 新
蓝图恢弘盛启。

为武汉雄心而来，精筑长江主轴
新封面
碧桂园响应长江经济带国家战
略、长江主轴城市战略，浓墨重彩规
划武汉区域发展蓝图。世界级的武汉
需要世界级的品牌，碧桂园应武汉发
展之需而来，站在对话城市的高度匠
心深耕。武汉区域总裁孙正军认为，
“寇可往，吾亦可往。”
传承城市文脉、刷新城市封面建
筑、焕新城市人居水平，碧桂园以实
力为武汉雄心助力。
寻脉江城正源，与大师共鉴武汉
3500年
在何祚欢老师的故事里，武汉呈
现了唯少数人才懂得的风雅特质。无
论是古代的王孙贵族，抑或是现代的
城市层峰，择址上风上水的城市正源
之地是其亘古不变的规律。“地格高

武汉区域总裁孙正军致辞
低，自古便有定数。”文化大师何祚欢
老师说道。
滨江项目诞生于武汉正源，取名
“碧桂园·晴川府”，有“阳光照耀下的
江水”和“贵族府邸”之意。
碧桂园·晴川府，正源之上，一宅
阔揽江与城
在深度了解武汉历史的基础上，
雄踞武汉正源的碧桂园·晴川府应运
而生。武汉区域营销总经理方显平用
“一座晴川府，半部武汉史”来表达项
目的历史文化定位。
一处内环核心资源、一线江景、
繁华商圈、百年名校、七大公园、名胜
古迹围合的人文大宅，必将带领城市
人居向前进一步。碧桂园·晴川府不只
是居所，也是一种镌刻在城市发展史
上的文化符号，谨献给影响武汉的少
数人。

美好生活携手武汉电信打造新型智慧社区
足不出户，便有新鲜蔬菜水果 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等各种类型物业，先后荣获“2015年

送上门；操作电视遥控器，随时查
看街道和社区信息；实时监控自家
孩子在社区里玩耍；直接通过电
视、手机、短信报警，向亲友求助
……不久的将来，这将是美好社区
住户的生活缩影。近日，美好生活
集团与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举行
“通信服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
方集团领导出席。
据悉，美好生活集团携手中国电
信，旨在通过借助电信物联网、云计

集成应用，传统社区通过“互联网 +”
转型升级为新型智慧社区。未来美好
住户即可享受到：足不出户就可以通
过 ITV随时了解社区服务资讯、志愿
服务风采，实现家庭联防一键呼救、
智慧医疗，以及固话宽带优惠报装，
预约代办代买、洗衣服务、维修家装、
家政服务等 30余项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智能化服务。
据介绍，美好生活集团服务业态
涵盖住宅、别墅、商场、酒店、写字楼

第三届武汉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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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亮相电商博览会
可现场体验人脸注册

为武汉雄心 不负江城不负江

摘冠全国之后，不忘良心、匠心
“我们会继续以良心和匠心为大家
提供精良产品和贴心服务，建老百姓买
得起的好房子。”集团副总裁朱剑敏在
发布会上表示。
集团副总裁、集团新闻发言人朱
剑敏对集团战略进行了解读。2017年
1-4月碧桂园累计合同销售额、销售
面积，双项数据均居全国第一。碧桂
园高质量增长的源泉正是以创新和
推敲为核心的工匠精神和追求良心、
匠心的坚定信念。
碧桂园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布局全球市场。朱剑敏提出“碧
桂园要把在国内取得的城镇化经验逐
步带往海外‘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地
区，成为中国品牌的使者。”这是一个
为全球超 400个城镇带去现代化城市
面貌的企业决心，也是一个肩负弘扬
民族品牌使命的企业雄心。

领跑全市，使大量新城区的涉农企业也享受到
了这一便捷的优惠政策。
为确保应急资金的投放效率，该行设立专
人专岗受理全辖网点的业务申请，平均 2个工
作日即可实现放款。同时，该行对应急资金项
目实行全流程封闭式管理，截至目前，已发放
的近 8.6亿元应急资金全部如期收回。

度武汉市物业服务行业十佳成长性
企业”、“2016年中国物业服务特色企
业”等多个荣誉称号。此次，美好生活
集团与中国电信的战略合作，是立足
于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质量、满足居民
需求为出发点，以调整供给模式、集
约化资源管理等为基本手段，是美好
生活集团践行“服务社会化”战略的
拓展和延伸。接下来，双方将进一步
加强沟通交流、推进工作机制，确保
合作项目顺利落地。

据建行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在武
汉市将有 36个网点配备此设备，大家不妨
尝试对比一下建行网点移动金融购物的质
优价廉。
近年来，低碳环保、绿色出行被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模式的出
现，成为解决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
的良方，并得到了广大客户认可。
为此建行携手武汉市电动汽车示范运
营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中推出“共享汽车
协同体验”活动。凡莅临建行展台的客户均
可享受“易微享”（武汉市电动汽车示范运
营有限公司无人自助式分时租赁 APP软
件）共享汽车免费试用的资格。后期双方将
在停车点提供、充电桩建设、车辆投放、信
用体系、支付结算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旨
在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为高效、经济、绿色的
出行体验。

长江金服是长江日
报旗下官方品牌，专注
于为本土中小微企业提
供投融资信息和营销服
务咨询等全链条服务。

长江投资俱乐部是
长江日报旗下官方品
牌，专注于理财资讯和
投资通道服务。

孝感中行开出
全省首张中铁银通卡
本报讯（记者 通讯员 ）“无需买
胡楠

殷铭

票，直接刷卡就能进，简直是 VIP的待遇。”5月
17日，拿着刚办好的中铁银通卡，周先生激动
地说，
“像我这样经常出差的人，中铁银通卡可
以节约不少时间。”
据了解，中铁银通卡是由中国银行联合中
铁银通支付有限公司发行的预付卡，客户来银
行网点只需 10分钟即可办好。乘车时，市民无
需购票，可通过检票闸机直接刷卡进出站，车上
也为持卡旅客预留了相应席位。
如今，高铁已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
具，随着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的时间观念也越来
越强，以前乘车要提前买票、候车时间长。现在，
不用提前买票，也不用出示身份证，只需刷中铁
银通卡，就能进高铁站乘车，真正实现了一卡在
手，说走就走。
目前，中铁银通卡可在北京铁路局、武汉铁路
局等 21条线路上刷卡乘车。下一步可实现更多高
铁线路刷卡乘车，开启高铁“公交化”新模式。

邮储银行
创新服务中小企业

本报讯 （记者 梅 丹 通讯员 吕 程 程 陈 王
）近日，邮储银行武汉分行与武汉市国税局、
地税局联合组织召开“税贷通”客户座谈会。会
议邀请了近 20家中小企业，以邮储银行创新
产品“税贷通”为重点共同探讨解决企业的融
资问题。一场简短的对接会，满足了 6家企业
的贷款需求。这种以创新产品精确制导的银企
对接会在各支行迅速推开。
据了解，武汉市范围内纳税信用评级 B级
及以上企业均可在邮储银行申请“税贷通”贷
款，该产品属无抵押、信用类小企业贷款产品，
最高信用额度可达 200万元。
文

党员代表牵手书画名家共话廉政文化

昨日上午，“ 清风荷韵·廉
政文化进社区、进企业”大型专
题书画创作交流活动在武汉收
藏品市场隆重举行，市供销社
系统、荣华街及所辖社区党支
部 200多名党员代表和 10余
位书画名家一道，展开了写书
法、创对联、敲警钟等丰富多样
活动，以实际行动弘扬廉正文
化精神。
此次活动由市供销合作总
社党委、■口区荣华街党工委主
办，武汉收藏品市场承办。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佩戴党
徽，签定了廉政承诺书，高唱国
歌，重温了入党誓词，还现场敲
响了廉政警钟，提醒党员干部坚
持操守，勤政为民。
湖北省著名书法家宋尚武、
湖北中国画院副院长涂同源、湖
北省书画家协会理事计胜洪等

10余位书画名家现场与社区、企
业基层党员挥毫泼墨，联合创作
了《爱莲说》、《岁寒三友》等 50
余幅作品，赠送给街道、社区和
企业作巡回展出。现场还举办了
廉政书画作品展览、廉政文化图
书推介、廉政书评展示等活动。
市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
人说，廉政文化进社区、进企业，
是推动传统社区党建与驻区单
位党建的有效融合，是实施“红
色引擎工程”的有益探索，活动
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管理人员提
高廉政从业意识，提高社区居
民、企业干部员工的民主监督和
参与意识，促进收藏文化市场经
营者弘扬“诚实守信、廉洁从业”
的优良传统，为促进党风、政风
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增添正
能量。
（向凌燕 郑绮）

武汉便民政务信息发布平台 电话：8288542685734090
江岸区沿江大道 249号御江苑三
期 1栋 4层 2室违法建筑的《拆除公告》
江岸区沿江大道 249号御江苑三期 1
栋 4层 2室户主刘刚、刘润嘉：
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3
月 2日对你下达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
决定书》进行了公告送达。你在规定期
限内未自行拆除，现对你下达第 1006
号《拆除公告》，请你自本文书下达之日
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江岸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将对现场进行复核。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5月 19日
江岸区沿江大道 249号御江苑三
期 2栋 5层 1室违法建筑的《拆除公告》
江岸区沿江大道 249号御江苑三期 2
栋 5层 1室户主徐毅：
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3
月 2日对你下达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
决定书》进行了公告送达。你在规定期
限内未自行拆除，现对你下达第 1007
号《拆除公告》，请你自本文书下达之日
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江岸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将对现场进行复核。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5月 19日

江岸区沿江大道 249号御江苑三
期 2栋 5层 2室违法建筑的《拆除公告》
江岸区沿江大道 249号御江苑三期 2
栋 5层 2室户主王旖■：
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3
月 2日对你下达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
决定书》进行了公告送达。你在规定期
限内未自行拆除，现对你下达第 1005
号《拆除公告》，请你自本文书下达之日
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江岸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将对现场复核。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7年 5月 19日
声明 兹有房屋产权人徐刚，位于
汉阳区鹦鹉大道 114号 2门 4-2室，房
屋所有权证号：阳 200204499号，土地使
用权证证号：阳国用（商 2002）字第 4279
号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 中南勘察设计院（湖北）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
金额：七万元，号：00722338，编号：
4200144320，声明作废。
声明 黄鹏程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
号 201042110652323198206023217及医师
执业证书编号110420000701631，特此声明。
关于长丰西郊陵园迁墓催告通知
为加强墓地管理，需对长丰西郊陵

党员干部以“警钟”自律

党员干部参观书画家创作现场

阳光政务 权威发布
便民惠民 全市唯一
园墙墓实施整体迁移。我委已于 2017
年 3月 30日分别在《长江日报》《武汉
晚报》上公开发布迁墓公告，截止目前，
已迁移墙墓共计 2326座，现仍有 74座
墙墓未办理迁移手续，现予以催告，请
于 2017年 5月 27日前到武汉市■口
区长丰街东风村西郊陵园迁墓办公室
办理迁移登记手续，逾期未迁移，将依
法处理，请予支持！
联 系 电 话 ：13476218796罗 先 生
13554006679詹先生
特此公告
■口区长丰街东风村城中村改造
工作委员会
2017年 5月 18日
声明 曹际平遗失武职任（1988）
2619号文件批发的“二级演员”任职资
格证书，特此声明。
声明 武汉东湖开发区帕维尔健
身运动用品经营部，遗失发票 10张，编
号 20899439—20899448，声明作废。
声明 鄂 AX2J83营运证遗失。
声明 武汉市■口区泰安副食店
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SP4201041050025788，特此声明。
声明 丁汉明遗失武汉市江汉区
桃源坊 35号三楼 1号住房证，特此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