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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海锋 李爱
华）企业申请纾困资金需要多久完
成？如何查询申请进度？没有抵押
物能够放宽条件吗？9月11日上午，
市网上群众工作部组织开展的“服务
市场主体，在线解决诉求”系列上线
活动第二场，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局长
刘立新携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招商银行武汉
分行、汉口银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相关负责人上线市网上群众工作部·
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答疑，与企业
交流，提供服务。

针对网友及企业代表提出的纾
困资金申请方面的120多个问题，市
地方金融工作局及 5 家银行一一作
出了答复。当天，共有 12 万人次网
友、企业代表参与线上互动。

政策性纾困贴息贷款额度
将扩容至1000亿元

线上互动过程中，不少网友想
了解目前出台了哪些为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的金融
政策。

刘立新介绍，武汉市先后建立了
400亿元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和
200亿元个体工商户纾困专项资金，
高达600亿元的贷款额度，由财政全
额贴息，并对担保机构给予风险补

偿、保费补贴和正向激励的政策支
持。

近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全
市政策性纾困贴息贷款额度从 600
亿元扩容至1000亿元。

缺乏抵押物？小微企业、工
商户可这样申请纾困贷款

不少企业代表在互动过程中表
示，企业流水不足，且缺乏抵押物，担
心申请纾困贷款被拒，想知道有没有
可能适当放宽条件。

对此，刘立新表示，为了解决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流水不够、缺乏
抵押物等增信手段不足的问题，我市
加大融资担保增信服务力度。

8 月 7 日，武汉市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可以解决部分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信难题。据
悉，武汉市融资担保公司成立后仅仅
15 个工作日，就向 661 户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发放政策性担保贷款超
过4亿元。

查询申请进度 企业可登录
“汉融通”平台

针对纾困资金的具体申报流程、
查询方法及办理时限等问题，也有不
少网友提问。

市地方金融工作局回复称，根据

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的分类，该局
分别确定了农业局、经信局、发改委、
商务局四个部门收集农业类、工业
类、服务业类、商贸业类企业名单。
申请纾困资金支持的企业首先需要
确定自己属于哪个行业，然后找到相
应的部门申报。

金融系统里对名单内企业打上
标签后，企业自己可以随时登录汉融
通平台查看是否被打上“市级名单”
标签，如果有，就说明已进入名单，银
行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标签，并对打了
标签的企业加强对接，快审快贷。

平均申请时限为 10天 东
湖高新区发放笔数最多

据悉，目前，若企业符合线上纯
信用贷款的信贷条件，可以做到“秒
审秒贷”。截至2020年7月末，我市
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环节平均为
4.64 个 ，获 得 信 贷 的 时 间 平 均 为
10.12 天，获得信贷的申贷材料平均
为10.12个。

从目前来看，中小微企业获得纾
困贷款较多的区是东湖高新区、东西
湖区、江岸区、洪山区、武昌区、武汉

经开区等。其中，东湖高新区放款笔
数 2019 笔，金额 94 亿多元。东西湖
区、江岸区、洪山区放款笔数均在
1000笔以上。个体工商户获得纾困
贷款较多的是硚口区，放款笔数是
889笔，4亿多元。

在贴息标准方面，根据武汉市纾
困基金贷款管理办法，对于符合条件
纳入纾困+名单的客户发放的纾困
专项贷款，利率不高于一年期LPR+
50BP，最 新 一 年 期 LPR 利 率 为
3.85%，所以纾困贷款利率不超过
4.35%，由市财政全额贴息。

上线中，不少个体商户咨询：纾
困贷款是不是必须要求营业执照满
两年才能申请？多家银行“抢答”。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回复称，中
国银行武汉个体工商户纾困贷款原
则上要求个体工商户持续经营满两
年，如营业执照不满两年，提供其他
相关材料能够佐证持续经营满两年
也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回复
称，在建设银行办理个体工商户经营
快贷与个体工商户抵押快贷，营业执
照不需要满两年就可以申请贷款；招
商银行武汉分行回复称，招行武汉分

行原则上要求有两年持续营业，对于
纾困企业，可以酌情放宽，可与经办
行沟通，看具体情况。

上线银行还回答了网友们提出
的其他问题。

网友：疫情后部分小店铺经营困
难，尤其是残障人士经营的小店，请问
汉口银行有哪些合适的资金扶持政策？

汉口银行：如果是小店铺经营，
创业担保贷款比较符合您的需要，
最高 20 万元，期限两年，政府贴息。
该贷款是政策性贷款，资格审核由
社区—街道—区级人社部门核准，

银行承办发放。
网友：个体工商户如何申请武汉

农商行的纾困资金？
武汉农商行：关于个体工商户专

项纾困贷款的问题，您可以使用电脑
登录汉融通主页，进入企业用户板
块，输入经营主体信息，进行认证后
在金融产品板块选择地方法人银
行—武汉农商行，填写需求额度与用
途后提交即可。

网友：小型科技企业申请纾困资
金需要什么条件？

建行湖北省分行：推荐建设银行

云税贷。企业成立且实际经营满 2
年（含）以上；近24个月诚信缴税，守
法经营、征信良好，受疫情影响而产
生暂时资金流动性困难。企业最近
纳税等级为A/B/M/C级，可以在建
行任意网点申请云税贷。

网友：银行除了降息以外，还有
别的优惠政策吗？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为了全
力支持湖北省小微企业迅速复工复
产，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特推出普
惠金融“中银复工贷”专项金融服
务，通过开辟绿色通道、降低利率、

延长还款期限、加大信贷投放、提供
续贷通道等政策举措携手小微企业
共渡难关。

网友：个体工商户申请招行纾困
资金需要提交哪些证明？

招行武汉分行：个体工商户可申
请纾困贷款，可以登录“汉融通”平
台，选择银行及产品，我们会有客户
经理尽快与您联系，招商银行个体工
商户贷款需要您提供营业执照、经营
流水、主要借款人的个人及家庭证
件，资产较为简单。

（长江日报记者刘海锋 李爱华）

市金融局及5家银行相关负责人，上线与企业交流，提供服务。 长江日报记者杨涛 摄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市金融局及5家银行负责人“服务市场主体，在线解决诉求”

缺乏抵押物也能申请纾困贷款

为小微企业及个体户纾困 5家银行上线透露这些好消息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洁 通讯员温辉）9
月11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市互联网
行业协会获悉，2020年武汉市软件百强企业
名单正式揭晓。排名前三的企业分别是烽火
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武汉）有
限公司、武汉物易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2020年武汉市软件百强企业发布
会”在临空港国家网安基地隆重举行。由武
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武汉市软件行业
协会主办，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协办。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电子信息产
业处表示，软件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和灵魂，
2019年武汉实现软件业务收入2011.1亿元，
近 7 年年均增速超过 20%，软件产业已成为
武汉市发展的亮点。

武汉市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温晖称，
2020年武汉软件百强企业入围门槛接近1亿
元，百强企业共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874.8 亿
元，占全市软件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43.5%。
武汉软件百强企业作为全市软件产业发展的
第一方阵，对行业的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突
出，将为进一步推动我市软件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武汉软件百强
企业揭晓
入围门槛接近1亿元

牢牢守住城市“绿线”

巡查组督查
绿化带违停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丁鹏）9日，在东湖
高新区佛祖岭街道高新六路富士康门口，绿
化带平整如新，一旁公交车顺利进站。

就在上月，有市民投诉称，高新六路富士
康门口，绿化带里面停满车，经市作风巡查第
十三组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高新六路富
士康科技园外的绿化带确实有许多车辆违
停；另外，富士康科技园外高新六路辅路有近
2公里左右违停车辆，影响园区出入车辆通
行。在早晚高峰造成拥堵并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还会造成绿化带草坪及围栏被破坏。

经巡查组多次调研协调督办，联合东湖
高新区城管、园林、交管等部门及街道，对富
士康周边环境进行整改，整治在绿化带违停
车辆，并通过在非机动车道上安装围挡，一方
面护绿，一方面隔断。截至9日，绿化带已修
整完毕，企业及周边市民群众反映良好。

据了解，富士康所在的光谷佛祖岭区域，
是东湖高新区核心产业窗口地带。

作风巡查

保市场主体 优营商环境 要活下去留下来发展好

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请喊“店小二”
市场主体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发展。个体工商户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在稳定经济、带动就业、促进创新、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市实有个体工商户76.37万户，占全市市场主体总量的55.95%，提供就业岗位近200余万个。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市出台一系列纾困惠企

政策，让更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活下去、留下来、发展好。

纾困惠企政策涉及金融“输血”，税收、房租减免、社保、用水用电优惠等方面，措施多、领域广。疫情背景之下，政策“救急”面临着执行不到位、程序繁琐等难题。

我市将保护、激励和服务好个体工商户作为重要责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目标。解疑释惑、牵线搭桥，推动政策“直达”，大力为个体户纾困解难。

个体工商户是活跃的市场主体，全社会要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主动拉一把，要让他们活下去留下来发展好，为武汉的未来发展积蓄力量。

政府工作人员在青山区汽配城开展个体户纾困贷款对接会。

带头干
多部门联合出台“硬核措施”，为个

体工商户纾困解难

应对疫情挑战，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市政府把帮扶个体工商户摆在了重
要位置，多部门联合出台“硬核措施”，为个体
工商户纾困解难。

3月底，武汉重启前夕，市相关职能部门即
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13 条举措，包
括个体户无须登记即可经营，证照有效期、年
报截止期顺延，免收计量器具检定校准费、特
种设备检验费等，相关部门承诺加大力度推进
市场准入便利化、准营便利化，帮助个体工商
户复工复产。

4月12日，我市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应
对疫情影响积极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的
意见》，意见共13条，对个体工商户实施登记
许可、金融税收、社保缴费、房屋租金、供水用
气等全方位帮扶，支持个体工商户有序复工复
产、开门营业。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行税费减免、减免
房屋和农贸市场经营户摊位租金、保障个体工
商户水电气供应、减免和缓缴社保缴费、保障
用工和物流需求……两个“13条措施”，推动全
社会对个体工商户主动“拉一把”，让个体工商
户活下去、留下来、发展好。

“个体工商户是武汉重要的市场主体，是
民生就业的重要渠道，是最活跃的经济力量之
一，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弱小。帮助个体工商户
复工复产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一位
政府部门负责人说。

主动干
建微信群连接个体户，推动纾困政

策及时全面知晓

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个体工商户“嗷

嗷待哺”，急待渡过难关。纾困解难政策出台，
不能躺在办公室。帮扶等不得，需要主动干。

政府出台的纾困政策措施多、领域广，个
体工商户短时间内学懂弄通用活存在困难，各
区、各部门在优惠政策及时全面知晓上出实
招。发布个体工商户纾困政策解答，通过官网
公示，同时建QQ群、微信群，个体工商户上网
进群，了解申报政策，不懂还可以群里向相关
工作人员咨询。

东湖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对个体工
商户扶持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牵头成立个体工
商户纾困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专班，召开政
策实施部署会、培训会，联合各街道积极向辖
区个体工商户宣传相关政策。

在硚口区，个体工商户集中在常码头汽配
市场、利济北路电子市场、天翔灯饰市场、华中
建材市场、红星美凯龙市场、大武汉家装市场、
汉西建材市场、金凯旧货市场、战友配送中心，
多部位联合，一个个市场里走访、座谈，一方面
了解个体工商户经营情况、倾听呼声，同时，宣
传政策，为纾困出谋划策。

在东湖风景区，多部门和社区工作人员给
个体工商户挨家挨户发放政策宣传单，上门宣
讲。区相关部门成立了个体工商户调研走访
小组，主要领导带队，以社区网格为单位，对辖
区个体工商户进行走访。走访之处召开现场
座谈会，向个体商户宣传纾困政策措施，协调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青山区、江岸区多部门联合进街道对个体
工商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走访。线上，通过“微
邻里”平台发送政策，广泛宣传。线下，逐户上
门走访，面对面解答政策疑点。

想办法干
各方对接击破重点难题，促进政策

落地直接惠及个体户

好政策落不了地，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
用。推动政策直达基层、直接惠及个体工商

户，找准痛点难点，多部门进一步推进服务。
我市共设立600亿元纾困资金，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资金申请难是普遍问题。如
何让个体工商户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便捷的方
式获得“金融活水”？

在江岸区，相关部门和中国银行联合，
分别在辖区个体工商户集中的洞庭街婚纱
照材城、万国摩托车城等市场，开展纾困专
项资金贷款申报现场工作会，集中为个体户
提供现场一条龙服务。各相关单位设置接
待点，专人指导个体工商户填写《个体工商
户纾困专项资金贷款支持名单统计表》并及

时上报。
青山区多次组织银行工作人员到农贸市

场、专业市场、街道社区，召集辖区个体工商户
开展纾困贷款对接会。手把手教个体工商户
操作“汉融通”注册、贷款申请，及时跟进申请
情况。

武昌区大东门种子市场个体商户多，疫后
种子储备与购买、生产经营、科研、新品种资源
引进都需要钱。区相关部门调查摸底农业专
项贷款对接名单，报送市农业农村局，筹集专
项贷款1400多万元。

纾困政策涉及房租、水电气减免优惠。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联合财政、国
资等部门，对区属国企、行政事业单位房产
出租个体工商户的情况进行摸底，推动房租
减免，沌口街万达金街、湘隆时代广场、纱帽
街等商铺个体户拿到减免的房租。为了让
租用非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个体户享受到
房租减免优惠，硚口区相关部门与街道联合
组织业主和租户协调会，积极鼓励业主为租
户减免租金。

撰文：胡义华 郭鹏 黄玮婷 叶炳生
统筹：长江财经品牌质量传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