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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期 成长壮大期

在我行有资金结算的客户：账户e贷

在我行有金融资产的客户：资产e贷

 缴税记录良好的客户：   纳税e贷

 中标政府采购的客户：   政采e贷

成熟期

能提供房产抵押的客户：抵押e贷
  纳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库的客户：  

科技贷
 能提供足值抵押物的客户：简式贷

在我行开立账户且首次贷款的客户：

首户e贷

一、小微产品体系介绍

    农业银行作为服务普惠金融的国家队、主力军，始终将自

身发展与中小微企业成长紧密相连。近年来，我行在服务小微

企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多元化的小微产品体系，覆盖了小

微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壮大，再到成熟的整个生命周期。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首户e贷主要是对成立时间
不足两年的初创企业发放的线上
纯信用贷款。
       首户e贷主要解决初创企业
首次贷款的问题。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首 户 e 贷

1、同业首款
金融同业中首款针对新成
立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
门槛准入低，企业获贷易，
最高可贷30万元。

3、积累信用

初创企业获得国有银行
贷款支持，增加企业信
用背书，帮助企业积累
良好信用记录。

2、信用放贷 4、利率低廉
年化利率低至3.9%左右，
1万元每天仅需1块1的利
息，帮助企业节省财务
成本。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免抵押、免担保、信用方
式放款。线上操作，7*24
小时自主支用和还款，操
作便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1、成立两年以内的小微法人客户。

办理条件

2、企业和企业主无不良信用记录。

4、开立农行对公账户及网银。

3、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30%，且是最大股
东。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申贷途径

（三）农行普惠e站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企业网银

（五）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1

企业网银
业务授权

2

个人掌银接
受授权

3

系统自动
审查审批

4

自助用款

$

 根据流程提示操作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

 无需提供抵押担保

 无需提供资产证明

贷款流程

 无需多次往返银行

申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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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某公司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酒店管理公司，公司处于

初创阶段，前期投入较高。因受疫情影响，酒店入住率较低，面

临巨大的流动资金周转压力。企业咨询几家银行，均因成立年限

短、无抵押担保，未能成功获贷。我行业务人员了解情况后，向

企业推荐了针对首次贷款的企业的首户e贷，并现场指导企业在网

上申贷操作。企业用了十几分钟就获得了30万元的信用贷款，解

了企业燃眉之急。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首户e贷

服务
对象 首户e贷适用于成立时间不到两年的小微初创企业，帮助其解决首次贷款难题。

产品
益处

1.同业首款。金融同业中首款针对新成立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
2.信用放款。免抵押、免担保、信用方式放款。门槛准入低，企业获贷易，最高可贷
30万元。
3.信用积累。初创企业获得国有银行贷款支持，增加企业信用背书，帮助企业积累良
好信用记录。
4.利率低廉。年化利率低至3.7%左右，1万元每天仅需1块1的利息，帮助企业节省财务
成本。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农行普惠e站   4、农行
企业网银   5、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线上操作，只需按照提示操作，无需提供财务报表，无需抵押担保，无需提供资产证
明，无需多次往返银行，7*24小时自主支用和还款，操作便捷。

  产品回顾



       账户e贷主要基于小微企

业和企业主的账户交易流水、

代发工资等数据，为小微企

业发放的线上纯信用贷款。

       账户e贷适用于在我行办

理交易结算、代发工资的成

长期小微企业。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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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无需抵押担保，只要在农行有稳定结算和代发工资业务都

可以申请，利率低至3.7%左右，最高可贷100万元。

业务转型

小微客户可根据经营所需，7*24小时自主支用贷款，省

时省力省心省钱。

13

1、结算稳定，轻松申贷

2、多维数据，精准获贷

3、自助用款，随需而贷

多维度数据助力企业精准获贷，企业在我行交易流水越

多，代发工资越多，加载的产品越多，贷款金额就越高。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1、企业注册成立两年以上，近两年诚信纳税。

办理条件

2、企业和企业主无不良信用记录。融资银行不超过3家
（含农行），融资余额不超过500万元。

4、在农行办理结算、代发工资等业务一年以上。

3、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20%，且是最大股东。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三）农行普惠e站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企业网银

（五）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1

企业网银
业务授权

2

个人掌银接
受授权

3

系统自动
审查审批

4

自助用款

$

 根据流程提示操作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

 无需提供抵押担保

 无需提供资产证明

贷款流程

 无需多次往返银行

申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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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某公司是一家农机销售公司，在我行开立了基本账户作为

主要结算账户，并办理了代发工资业务。在农忙季节到来之际，公

司提前预定一批农机备货，资金占用较多，导致流动资金不足。我

行工作人员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推荐了线上纯信用放款的账户e

贷。企业因交易流水较多，代发工资连续正常，利用网银申贷了80

万元信用贷款，没有了后顾之忧，有效地扩大了销售规模。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账户e贷

服务
对象 账户e贷适用于在我行办理交易结算、代发工资的成长期小微企业。

产品
益处

1.结算稳定，轻松申贷。无需抵押担保，只要在农行有稳定结算和代发工资业务都可
以申请，利率低至3.7%左右，最高可贷100万元。
2.多维数据，精准获贷。多维度数据助力企业精准获贷，企业在我行交易流水越多，
代发工资越多，加载的产品越多，贷款金额就越高。
3.自助用款，随需而贷。小微客户可根据经营所需，线上自主支用贷款，省时省力省
心省钱。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农行普惠e站   4、农行
企业网银   5、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线上操作，只需按照提示操作，无需提供财务报表，无需抵押担保，无需提供资产证
明，无需多次往返银行，7*24小时自主支用和还款，操作便捷。

  产品回顾



       纳税e贷是基于企业纳税

信息，为诚信纳税的小微企

业发放线上纯信用贷款。

    纳税e贷适用于纳税信用

等级A、B、M级的小微企

业。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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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税互动

20

 企业缴税记录良好，就可以将企业纳税信
用转换成银行信用，最高可贷300万。

 全流程线上化办理，足不出户，7*24小
时自主支用，极速互联网体验。

 信用放款，不需要抵押担保，纯信用方式
使用贷款。

 年化利率低至3.7%左右，产品按日计息，
随借随还。不使用不计息，最大限度节约
财务成本。

线上
办理

无需
担保

利率
低廉

以税
定贷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商丘农行线上态化银企对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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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办理办理条件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成立两年以上的小微法人客户。

纳税信用等级在A级、B级或M级，且纳税总额超1万元
的诚信纳税小微企业。

企业及企业主无不良信用记录。

4 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超过20%，且是最大股东，法人
在税务系统的预留手机号和我行系统保持一致。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五）农行普惠e站

（六）农行企业网银

（七）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四）纳税授权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三）省税局银税智通车(二)豫正贷APP(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https://henan.chinatax.gov.cn/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1

企业网银
业务授权

2

个人掌银接
受授权

3

系统自动
审查审批

4

自助用款

$

 根据流程提示操作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

 无需提供抵押担保

 无需提供资产证明

贷款流程

 无需多次往返银行

申贷流程



35

       商丘某面粉厂是一家是一家面粉日产能达100吨以上的粮食

加工龙头企业，企业纳税信用记录良好。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一

时无处筹措资金采购小麦。农行客户经理了解后主动上门并指导

客户线上申请办理，当场授信276万元，企业立即打款给小麦供

应商，助力企业开工生产，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肯定。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纳税e贷

服务
对象 纳税e贷适用于纳税信用等级A、B、M级的小微企业。

产品
益处

1.以税定贷。企业缴税记录良好，就可以将企业纳税信用转换成银行信用，最高可贷
300万。
2.信用放款。不需要抵押担保，纯信用方式使用贷款。
3.利率低廉。年化利率低至3.7%左右，产品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不使用不计息，最
大限度节约财务成本。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省税局银税智通车   4、
农行普惠e站   5、农行企业网银   6、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线上操作，只需按照提示操作，无需提供财务报表，无需抵押担保，无需提供资产证
明，无需多次往返银行，7*24小时自主支用和还款，操作便捷。

  产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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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e贷是基于小微企业及

企业主的金融资产、房贷等信

息，为小微企业发放的线上纯

信用贷款。

     资产e贷适用于在我行有存

款、理财或者按揭贷款的小微

企业。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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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金融

28

1、业务门槛低。企业在我行有存款、理财或者按
揭贷款，即有机会申请办理资产e贷。

2、免抵押担保。纯信用方式用信，最高可贷300
万元。

3、融资成本低。贷款年利率低至3.7%左右，按日计
息、随借随还，帮助节省企业融资费用。

4、办理手续简。无需提供财务报表等资料，足不
出户，7*24小时自主支用，手续简便。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29

1、企业成立一年以上，近两年诚信纳税。

办理条件

2、企业和企业主在我行的金融资产10万以上，或有房贷。

4、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20%，且是最大股东。

3、企业和企业主无不良信用记录，融资银行不超过3家
（含农行），融资余额不超过500万元。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三）农行普惠e站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企业网银

（五）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1

企业网银
业务授权

2

个人掌银接
受授权

3

系统自动
审查审批

4

自助用款

$

 根据流程提示操作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

 无需提供抵押担保

 无需提供资产证明

贷款流程

 无需多次往返银行

申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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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某公司主要从事农副产品销售，2018年起，企业就与我

行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主要结算均在我行开展，存款留存

度较高。企业因急需一笔采购资金，向我行提出融资申请。我行

根据企业的日均存款较多，结合企业需求，推荐资产e贷产品，几

分钟就办理成功，成功发放170万信用贷款。

       夏邑某公司主要从事蔬菜等农作物种植、销售，企业法人在

我行办理有住房按揭贷款，我行成功为其发放86万信用贷款。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资产e贷

服务
对象 资产e贷适用于在我行有存款、理财或者按揭贷款的小微企业。

产品
益处

1.业务门槛低。企业在我行有存款、理财或者按揭贷款，即有机会申请办理资产e贷。
2.免抵押担保。纯信用方式用信，无需抵押担保，最高可贷300万元。
3.融资成本低。贷款年利率低至3.7%左右，按日计息、随借随还，帮助节省企业融资
费用。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农行普惠e站   4、农行
企业网银   5、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线上操作，只需按照提示操作，无需提供财务报表，无需抵押担保，无需提供资产证
明，无需多次往返银行，7*24小时自主支用和还款，操作便捷。

  产品回顾



•2022-4-1

    政采e贷是基于政府采购中标

信息，为中标企业发放的线上纯信

用贷款。

    政采e贷适用于我省政府采购

中标的企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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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不需要抵押担保，最高信用放款500万元。

1、业务门槛低

 

不需要财务报表，全流程线上操作，简单便捷。

2、办理手续简

系统自动审批，资金即刻到账，企业融资不再“等贷”。

3、资金到账快

4、融资成本低

融资利率仅年化3.85%左右，帮助企业节省财务成本。

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1、企业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办理条件

2、已取得政府采购《中标通知书》或已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

4、企业政府采购备案账户为农行账户。

3、企业和企业主无不良信用，且政府采购履约记录良好。

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三）农行普惠e站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企业网银

（五）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1

企业网银
注册信息

2

勾选订单合
同信息

3

系统自动
审查审批

4

自助用款

$

 根据流程提示操作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

 无需提供抵押担保

 无需提供资产证明

贷款流程

 无需多次往返银行

申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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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某公司主营医疗器械销售，是某县医院主要供应商，因

近期采购中标合同较多，加上企业流动资金紧张，自身面临较大

的资金周转压力。在了解这一情况后，我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

企业推荐政采e贷。简单准备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政府中标

合同等资料后，企业利用企业网银，不到半小时就申请了200万

元信用贷款，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难题。

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政采e贷

服务
对象 政采e贷适用于我省政府采购中标的企业客户。

产品
益处

1.业务门槛低。不需要抵押担保，最高信用放款500万元。
2.办理手续简。不需要财务报表，全流程线上操作，简单便捷。
3.资金到账快。系统自动审批，资金即刻到账，企业融资不再“等贷”。
4.融资成本低。融资利率仅年化3.85%左右，帮助企业节省财务成本。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农行普惠e站   4、农行
企业网银   5、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线上操作，只需按照提示操作，无需提供财务报表，无需抵押担保，无需提供资产证
明，无需多次往返银行，7*24小时自主支用和还款，操作便捷。

  产品回顾



      抵押e贷是基于
房产抵押信息，为小
微企业发放的在线抵
押类贷款。
       抵押e贷适用于有
住房抵押的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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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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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信金额多，最多可贷1000万元。帮助企业盘活固定资产，

最高可贷房产评估值的七成。
2、审批速度快，不需要财务报表，线上系统自动审批，实时获

取审批结果，最快三天实现放款。

3、灵活好用，客户一次申请，循环使用，线上自主支用及还

款，借还随心，简单便捷。抵押e贷单笔贷款最长三年，免去到期

续贷困扰。
4、利息费用省，产品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一年期利率最低执

行3.7%左右。押品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均为我行承担，有效节

约企业融资成本。

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1、成立一年以上的小微法人客户。

办理条件

2、企业和企业主无不良信用记录。

4、开立农行账户及网银。

3、企业主、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其配偶和三代以
内的直系亲属的住房、同一企业主控股的关联企业的住
房均可抵押。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三）农行普惠e站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企业网银

（五）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1

企业网银
融资申请

2

现场调查押
品评估

3

系统审批
抵押登记

4

自助用款

$

 现场调查押品评估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

  材料清单化标准化

 系统自动审查审批

贷款流程

 环节精简流程缩短

申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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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某公司因外围市场钢材价格的持续上涨，急需要一笔钱

去购买原材料。企业主在我行办理业务时，了解到我行抵押e贷

产品后，马上将其名下的一套住房作抵押，几天时间里，一笔

150万元的贷款就在线到账了。在农行贷款资金的支持下，公司

确保订单正常交付，也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抵押e贷

服务
对象 抵押e贷适用于有住房抵押的小微企业。

产品
益处

1.授信金额多，最多可贷1000万元，帮助企业盘活固定资产，最高可贷房产评估值的
七成。
2.简单便捷。审批速度快，不需要财务报表，线上系统自动审批，实时获取审批结果，
最快三天实现放款。
3.灵活好用，客户一次申请，循环使用，线上自主支用及还
款，借还随心，简单便捷。抵押e贷单笔贷款最长三年，免去到期续贷困扰。
4.利息费用省，产品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一年期利率最低执行3.7%左右。押品评估
费、抵押登记费等均为我行承担，有效节约企业融资成本。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农行普惠e站   4、农行
企业网银   5、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小微客户线上申请贷款，客户经理现场调查及押品评估，无需提供财务报表，材料清
单化标准化，系统自动审查审批，环节精简流程缩短。

  产品回顾



         科技贷是对纳入到河南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金补
偿范围内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发放
的贷款业务。

       科技贷适用于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二、特色金融产品--科技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省科技厅设立政府科技信贷准备金，承担企业贷款30%-
60%的担保比例。

1、政府增信多

 

企业最高提供贷款金额30%的实物资产抵押，自有资产抵
押少。优质科创企业还能享受信用贷款。

2、资产抵押少

按照政府给予科创型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确定融资利率，
节省融资费用，减轻企业负担。

3、贷款利率低

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满足企业日常经营需求。

4、融资额度高

二、特色金融产品--科技贷

科技贷业务介绍



二、特色金融产品--科技贷

（三）河南省科技金
融在线服务平台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科技贷

1

企业提出
融资申请

2

现场调查
押品评估

3

审查审批
抵押登记

4

贷款发放

$

申贷流程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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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某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工业型材、磨具的精

深加工，企业研投入较高。我行在了解到该公司新推出一款新型

工业材料产品，存在备货资金不足的情况后，业务人员立即到企

业进行实地调研，在取得科技厅备案认可后，根据企业生产经营

需要，先行发放科技贷贷款300万元。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通

过从国外采购相关原材料，及时向购买方提供新产品，有效解决

流动资金不足难题，帮助企业实现新产品的有效推广及市场知名

度的开拓。

二、特色金融产品--科技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科技贷

服务
对象 科技贷适用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
益处

1.政府增信多。省科技厅设立政府科技信贷准备金，承担企业贷款30%-60%的担保比
例。
2.资产抵押少。企业最高提供贷款金额30%的实物资产抵押，自有资产抵押少。优质
科创企业还能享受信用贷款。
3.贷款利率低。按照政府给予科创型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确定融资利率，节省融资费
用，减轻企业负担。
4.贷款额度高。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满足企业日常经营需求。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河南省科技金融在线服
务平台 4、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小微客户提出融资申请，农行及三方公司人员现场调查，涉及抵押的进行押品评估，
后台审查审批，办理抵押登记及合同签订，完成贷款发放。

  产品回顾



      简式贷是基于抵（质）押担保或保
证担保信息，为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
       简式贷适用于有充足抵（质）押担
保或保证担保的小微企业。

简式贷

1、特殊评级→ 进得来

2、特殊授信→ 贷得到

3、特殊流程→ 办得快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简式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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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额度灵活。融资额度
可根据小微企业的资金需
求以及担保情况灵活确定，
最高可达3000万元。

 担保方式多样。可采用国有
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存单、
国债、银行票据全额抵（质）
押或保证担保方式。

 业务流程便捷。该产品采用
快捷的符合小微企业特点的客
户评级方式，评级、授信和用
信同时审批，手续简便、放款
迅速。

二、特色金融产品--简式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二、特色金融产品--简式贷

（三）农行普惠e站

(二)豫正贷APP

(一）河南省金融服务
共享平台

（四）农行企业网银

（五）农行各网点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申贷途径



二、特色金融产品--简式贷

1

企业提出
融资申请

2

现场调查
押品评估

3

审查审批
抵押登记

4

贷款发放

$

申贷流程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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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某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生产制造企业。公司在河南省金

融服务共享平台提出贷款申请后，我行业务人员积极沟通融资需

求的同时，通过帮助企业对比同业贷款准入条件、利率水平和获

贷时效，向企业证明我行的优势之处，成功获得客户的好感和信

任。我行向企业推荐了流程手续较为简便的简式贷产品，采取工

业用地抵押方式，为其发放一年期600万元贷款，有效解决企业

生产经营的资金难题。

二、特色金融产品--简式贷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案例分享



二、特色金融产品--简式贷

服务
对象 简式贷适用于有充足抵（质）押担保或保证担保的小微企业。

产品
益处

1.融资额度灵活。融资额度可根据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以及担保情况灵活确定，最高
可达3000万元。
2.担保方式多样。可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存单、国债、银行票据全额抵
（质）押或保证担保方式。
3.业务流程便捷。该产品采用快捷的符合小微企业特点的客户评级方式，评级、授信
和用信同时审批，手续简便、放款迅速。

   申贷
   途径

1、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  2、豫正贷APP    3、农行普惠e站   4、农行
企业网银   5、农行各网点

申贷
流程

小微客户提出融资申请，农行人员现场调查，涉及抵押的进行押品评估，后台审查审
批，办理抵押登记及合同签订，完成贷款发放。

  产品回顾



信用产品多

对普惠型小微客户，利率最低为3.7%左右,帮助企业节省财
务成本。

贷款利率低

小微企业融资，除仅收贷款利息外，不收取其他任何相关
费用。比如抵押类贷款涉及的抵押物评估、保险费、抵押
登记费都由我行来承担。

费用成本免

优惠举措

三、支小助微优惠举措

首户e贷、账户e贷、资产e贷、纳税e贷、政采e贷等一系
列全线上、纯信用产品，有效破解企业抵押担保难题。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多款普惠线上融资产品，系统秒审秒批秒贷秒支，足不出
户，自主办理，省时省力又省心。

线上获贷快

 

不仅加大普惠贷款投放，还提升单户授信额度，线上产品
由单户授信100万元提升至300万元，对于私行客户，线上
信用贷款最高1000万元。

小微客户可以通过河南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豫正贷APP、
银税直通车平台、企业网银、企业掌银、个人掌银、柜面
等渠道便捷申贷，各家网点均可业务咨询，专属客户经理
随时随地提供金融服务。

优惠举措

三、支小助微优惠举措

贷款额度增

申请渠道广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商丘农行线上常态化银企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