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中小企业家的一封信 

 

尊敬的企业家朋友们： 

自 3 月中旬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全市人民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协力、齐心战“疫”，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期间，全市广大中小企业家们讲政治、识大体、

顾大局，积极参与、倾力支持、勇于担当，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此，

我们谨向全市广大中小企业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中小企业发展带

来了极大的冲击，为助力中小企业有效应对疫情

冲击、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省、市政府积极作为，

以“真金白银”硬核举措助力中小企业纾困发展。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有效应对疫情帮助中小

企业纾困解难的若干政策措施》，市政府出台了

《南昌市关于应对疫情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若干措施》，省、市各部门也围绕政策出台细化

举措，推动政策加速落地，合力帮助企业共渡难

关。 

为了更好的解决全市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融

资难问题，南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会同金融机构

收集了融资产品，编制了《南昌市中小企业普惠

金融产品手册》。手册共涵盖 19 家驻昌金融机

构提供的 40 余种银行金融产品，方便中小企业

家们集中了解银行普惠金融产品和信贷政策，全

力推动普惠金融赋能中小企业恢复发展。 

风雨过后，便是彩虹。当前，全市已进入常

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正式吹响了复工复产“集结

号”，希望广大中小企业家朋友们保持激昂的锐



气和拼搏精神，南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将与您一

道砥砺前行，开启“强攻二季度、确保双过半”

新征程！ 

行者方致远，奋斗正当时！广大中小企业家

朋友们！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全市中小企业

定能乘风破浪、直济沧海！ 

 

南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2022年 5 月 20日 

 

 

 

南昌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南昌市中小企业普惠金融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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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税务贷 

产品简介：是指中国工商银行基于小微企业

的纳税行为，为经营稳定、发展前景良好的借款

人发放的小额、信用方式贷款。 

申请条件：借款人小微企业工商登记情况须

为正常；企业正常经营，无征信、工商、司法、

税务等负面记录，符合我行行业信贷政策；企业

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或者实际控制个体工

商户的自然人）无负面征信记录；企业成立 2年

以上，经营正常，注册资本不高于 1亿元人民币；

纳税评级为 A/B/M,无税务违规及欠税记录；法

人代表年龄在 18（含）至 65（不含）周岁间。 

额度：最高 300万。  

年化利率：依据 LPR 合理定价（当前执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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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 3.7%的优惠利率）。 

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含）。 

二、e 抵快贷 

产品简介：以特定区域优质房地产抵押，通

过标准化、智能化审贷流程审批在线办理的线上

循环融资产品。借款人签约后，可在合同规定的

额度和有效期内，在线自主多次提款、还款，循

环使用。 

申请条件：1、借款人有固定的住所或经营

场所，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信

用记录；2、自然人借款人须为经营实体的法定

代表人、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3、经营实体

原则上应持续经营期满 1 年，对于借款人是经

营实体股东（含其配偶）的，其成为股东的时间

原则上应不少于 6 个月。 

额度：最高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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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利率：依据 LPR 合理定价（当前执行最

低至 3.7%的优惠利率）。 

期限：合同最长期限可达 10 年，单笔借据

期限 1 年或 3 年，随借随还，额度循环使用。 

联系人：龚经理；联系方式：0791-8638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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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抵押 e 贷 

产品简介：以农行认可的优质房产抵押作为

主要担保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办理在线

抵押贷款业务。 

申请条件：1、企业主（自然人借款人）年

满 18 周岁且不超过 65 周岁，非港、澳、台及

籍人士；贷款额度有效期超过 1 年的，企业主年

龄及贷款额度有效期之和不大于 70 周岁；企业

主信用状况正常，在我行及他行无不良信用记

录；2、小微企业（企业借款人）生产经营 1 年

（含）以上；企业在其他银行授信不超过 3 家，

其未结清债项无不良余额；企业所属行业非房地

产业、金融业等行业；3、借款人或抵押人提供

符合农业银行要求的房地产抵押作为担保方式，

押品范围主要包括居住用房、商业用房、办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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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工业用房等市场流通性较好的物业。 

额度：最高 1000 万。 

年化利率：3.9%-4.2%。 

期限：1年和三年。 

联系人：王经理；联系方式：18170262155 

二、纳税 e 贷 

产品简介：以企业涉税信息为主，结合企业

及企业主的结算、征信等内部信息，运用大数据

技术分析评价，对诚信纳税的优质小微企业提供

的在线自助循环使用的网络融资产品。 

申请条件：1、经营满 2 年；2、纳税等级

为 A、B、M 级；3、近 12 个月纳税总额在 1 万

元以上；4、近 2 年无税务失信情况；5、法人

持股 20%以上，18-60 周岁。 

额度：最高 300万。 

年化利率：4%-4.2%。 

期限：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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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经理；联系方式：18170262155 

三、银担总对总 

产品简介：在事先锁定担保代偿上限、银行

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共担

风险的前提下，由办理担保贷款的银行各级机构

按照评审有关要求和程序自主完成贷款授信审

批，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承办担保机构直接提供

担保，不作重复性尽职调查，充分发挥银行于融

担体系优势的业务模式。 

申请条件：小微企业、三农等符合《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规

定的担保支持对象。 

额度：最高 1000 万。 

年化利率：4.5%。 

期限：1年。 

联系人：王经理；联系方式：1817026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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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科贷通 

产品介绍：科贷通是中行与政府科技主管部

门开展合作，以风险补偿金为基础，向符合中行

贷款条件、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近三

年实施过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等企业发放的

授信。 

申请条件：科技部门推荐、成立经营 1 年以

上、职工人数 1000 人以下、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4 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 

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年化利率：不超过当期 LPR+130BP。 

期限：一年期。 

二、线上抵押贷 

产品介绍：线上抵押贷是中国银行借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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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与大数据技术，以符合条件的房产为抵押担

保，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借

款人提供的线上流动资金贷款。 

申请条件：1，借款人信用良好；2，提供住

宅、工业厂房、商铺、公寓、别墅等房产抵押。 

额度：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年化利率：一年期不超过 4.35%。 

期限：一年期或三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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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收支流水云贷 

产品简介：依托企业在所有金融机构的全量

对公结算数据综合授信，纯信用免担保，线上申

请，秒申秒贷，随借随还，小微企业 、个体工

商户均可办理。 

申请条件：建行开立对公户、征信良好、成

立满 1 年。 

额度：最高 300万。 

年化利率：4.35%。 

期限：1年。 

联系人：程经理；联系方式：13133914943 

二、商户云贷 

产品简介：信用贷款，线上申请，秒申秒贷，

循环支用，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均可办理。 

申请条件：建行存量商户（含 POS机和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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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收款），拉卡拉商户，其他银行商户（含 POS

机和二维码收款），信用状况良好，成立满 1 年。 

额度：最高 300万。 

年化利率：4.35%。 

期限：1年。 

联系人：程经理；联系方式：13133914943 

三、善担贷 

产品简介：流水定贷，国有担保公司保证，

随借随还，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均可办理。 

申请条件：商圈、品牌代理商、国企政府医

院供应商、纳税等级 A、B、M 级、建行商户、家

庭农场客户等均可办理。建行开立对公户、资信

良好、成立满 1年。 

额度：最高 500万。 

年化利率：4.25%+1%担保费。 

期限：1年。 

联系人：邱经理；联系方式：1867911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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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普惠 e 贷 

产品简介：“普惠 e 贷”是指针对符合交

行普惠准入标准的借款人，依据实物资产、税费

缴纳、基础信息、金融资产以及其他可反映经营

状况及还款能力的信息，运用数据分析技术进行

信贷评价，向借款人提供除固定资产贷款以外的

线上融资服务。 

申请条件：1. 自然人，也可以是小微法人。

2.信用状况良好，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3.依据

交通银行普惠业务信贷投向政策，不介入特别审

慎类、禁止类客群；额度：1、 纯信用模式普惠

e 贷：单户最高授信额度 200 万元（含）；2、

信用+抵押模式普惠 e 贷：具体系统审批额度根

据抵押物评估价值确定，抵押物只能为住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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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担保模式普惠 e 贷：单户最高授信风险敞

口 500 万元（含）。 

利率：普惠 e贷年化利率最低可低至一年期

LPR 利率。 

联系人：陈经理；联系方式：0791-88533586 

二、增信流水贷 

产品简介：增信流水贷业务是交通银行江西

省分行与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合作，针对省内

广大企业，以企业在人行收支流水数据为主要依

据，通过对企业收支流水报告进行分析挖掘，以

企业“经营性资金流入”情况佐证其生产经营

情况，由我行为规范经营的企业提供信用授信额

度。 

申请条件：小微法人企业客户；信用状况良

好，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依据交通银行普惠业

务信贷投向政策，不介入特别审慎类、禁止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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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额度：最高 200万元，担保方式为纯信用。 

利率：最低 3.7%。 

联系人：汤经理；联系方式：0791-8853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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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线上小微易贷 

产品简介：面向符合我行准入标准的小微企

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并结合企业结算流

水、纳税信息、增值税发票信息、政务信息、知

识产权信息、专利信息、房产信息、进出口数据

信息、企业订单/中标信息、电商类平台企业经

营数据、零售商圈企业经营数据、核心企业/平

台进销数据、企业 ETC 通行费数据、应收账款数

据等一种或几种信息，并由我行独立出资，向其

发放的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申请条件：企业有固定经营场所且正常经

营；企业及企业主征信记录良好，无不良信用记

录；我行无贷款或有房产抵押贷款，企业近半年

不存在实质性负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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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年化和期限细分 

（1）税 e 贷 

额度：最高 200万元。 

利率：5%。 

受众群体：企业年纳税额 5万元以上、纳税

信用等级在 M 级及以上的小微企业。 

（2）票 e 贷 

额度：最高 200万元。 

利率：5%。 

受众群体：正常开票且近一年开票收入 300

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 

（3）工程企信贷 

额度：最高 300万元。 

利率：5.95%。  

受众群体：近一年取得过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国企其中之一的中标通知，合作不低于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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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微企业。 

（4）抵押 e 贷 

额度：最高 1000 万元。 

利率：4.25%。                                                       

受众群体：有一定纳税或开票记录、能提供

房产的小微企业。 

（5）账户 e 贷 

额度：最高 100万元。 

利率：5%。                                                        

受众群体：企业在邮储银行开立账户时间满

12 个月的小微企业。 

（6）外贸 e 贷 

额度：最高 200万元。 

年利率：5.5%。                                                        

受众群体：正常经营 2 年以上，近一年有 8

个月报关记录、成交额不低于 200 万元的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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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7）政采 e 贷 

额度：最高 300万元。 

年利率：5%。                                                        

受众群体：近 1年有中标记录（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国企（含下属子公司））且与政府成

功合作 1年（含）以上，且历史合作合同金额不

低于 50 万元的小微企业。 

（8）担保 e 贷 

额度：最高 500万元。 

年利率 4.25%；担保公司按放款金额的 1%

收取担保费。  

受众群体：有一定纳税或开票记录的小微企

业。 

办理渠道：①邮储银行手机银行：手机银行

首页→全部→贷款→小微易贷→我要申请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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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贷； 

②邮储经营 APP：首页→一键申贷→小微易

贷→申请贷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文经理；15879079921；

谭经理；1397002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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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结算流量贷 

产品简介：是招商银行针对具有一定结算流

水的客户，以客户有效结算回款为切入点，并结

合客户工商、税务、征信、司法等数据信息打造

的小额数据贷融资产品。  

申请条件：企业注册成立满 2 年，且在招商

银行开立对公账户满 1 年，近 12 个月在招商银

行的有效结算回款累计入账笔数≥24笔 ，且有

效结算回款入账金额≥500万；企业近一年度纳

税申报表销售额（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且

近一年信用评定结果 B 级及以上，在他行无未结

清表内贷款。需由企业实际控制人夫妇提供连带

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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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最高 200万元。 

年化利率：最低不低于 3.7%。 

期限：单笔提款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联系人：万经理；联系方式：0791-8665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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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科创“e”贷 

产品简介：“科创 e贷”产品是我行在各地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提供的“专精特新”企业名单

基础上，结合征信、工商、司法等数据维度，通

过线上系统自动化审批的方式，为科创型小微企

业提供的用于生产经营等的流动资金贷款服务。 

申请条件：1、借款企业符合四部委标准小

型、微型企业划型。2.企业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

执照，有固定经营场所，若企业经营特许行业，

须取得有效的许可证书。3.借款企业成立年限长

于 2 年。4.属于国家级或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5、实际

控制人年龄在 18 周岁（含）至 65 周岁（含）之

间。6、企业及实控人征信记录良好，无逾期。7、



- 22 - 

 

符合我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额度：最高 1000 万元。 

期限：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单笔贷款最长

不超过 12 个月。 

联系人：饶志平；联系电话：18172805151。 

联系人：钟细毛；联系电话：13657001815。 

二、政采“e”贷 

产品简介：“政采 e贷”产品是中信银行通

过获取政府采购场景交易数据，为取得政府采购

中标或合同的小微企业提供的用于生产经营的

贷款服务。 

申请条件：1、借款企业持有合法有效的营

业执照、相关资格许可证及其他有效证件，证件

合格且在有效期内。2、借款企业持续经营 1 年

（含）以上或实际控制人在本行业持续经营 2 年

（含）以上，经营稳定。3、借款企业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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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龄在 18周岁（含）至 65 周岁（含）之间。

4、借款企业及实控人征信记录良好，无逾期。5、

企业及实际控制人无严重影响偿债能力的被诉

讼、被执行记录，未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异常经营名录”及“严重违法名单”等

异常名单。6、符合我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额度：单笔 500 万元，单户最高贷款额度

1000万元 

期限：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单笔贷款最长

不超过 12 个月。 

联系人：饶经理；联系电话：18172805151。 

联系人：钟经理；联系电话：13657001815。 

 

  



- 24 - 

 

光大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小额融易贷（抵押类） 

产品介绍：小额融易贷（抵押类）业务是指

光大银行为满足小微企业客户快捷、便利的融资

需求，在分析、预测企业第一还款来源可靠的基

础上主要依据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而办理

的信贷业务。 

适用范围：1.符合光大银行授信政策要求，

且能够提供光大银行认可的资产作抵押担保的

对公小微企业客户授信。 2.适用地区：江西省

辖内各县（市、区）。 

申请条件及所需材料：1.借款人向光大银行

提交信贷业务所需相关资料；2.以第三方资产提

供抵押的，需提供第三方有效证明（有权机构同

意抵押的决议原件）；以自然人拥有的商品房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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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房产证等必要的证

明材料。 

额度：经营机构应根据企业的经营水平、综

合还款能力和抵押物所处位置、评估价值综合确

定贷款金额，单户授信敞口不超过 1000 万元。 

期限：经营机构可以根据客户资质、抵押物

价值等因素确定给予客户单笔单批授信或可循

环授信，授信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利率：利率随行就市。 

担保方式：提供光大银行认可的资产作抵押

担保。 

产品功能与特色:本业务是指光大银行为满

足小微企业客户快捷、便利的融资需求，在分析、

预测企业第一还款来源可靠的基础上主要依据

提供足额有效的抵押担保而办理的信贷业务。 

二、阳光 e 抵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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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阳光 e 抵贷业务是指为满足客户

快捷、便利的融资需求，基于我行认可的不动产，

为小微客户提供的一款快速抵押类贷款产品。 

适用范围：适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光大

银行信贷政策，能够提供光大银行认可的合格抵

押物，有流动资金贷款需求的国标小微企业、个

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申请条件及所需材料：1.经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核准登记的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且企业持续经营年限不低于 1

年；2.能够提供符合本办法要求的足值、有效的

房产作为抵押物；3.企业法定代表人年满 22 周

岁，贷款到期时年龄不超过 65周岁，非港、澳、

台及外籍人士，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4.企业

须满足《中国光大银行光大快贷（抵押类）业务

打分卡》得分不低于 60 分；5.企业、企业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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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或主要控股股东信用良好，通过中国人民

银行企业征信系统查询无不良贷款记录；6.企

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控股股东不在光大银

行预警黑灰名单内；7.企业在光大银行开立对公

结算账户；8.企业同意授权光大银行采集及使用

其涉税数据；9.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控股股东

同意承担个人连带责任保证；10.企业及其法定

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不

属于光大银行适用的制裁名单中的个人及实体；

企业在光大银行的洗钱风险评级不应为高或较

高风险；企业在主流媒体不涉及反洗钱、反恐融

资、反逃税等重大负面信息；11.光大银行规定

的其他条件。 

额度：借款人授信金额单户授信金额原则上

不得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最终额度以审批模型

的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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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借款人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3年，项下

单笔贷款期限最长 18 个月，可在额度有效期内

循环使用，随借随还，单笔贷款到期日不得超过

额度到期日。  

利率：利率随行就市。 

担保方式：采用抵押物抵押担保方式，同时

要求追加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控股股东连带

责任保证。 

三、政采融易贷 

产品介绍：政采快贷是指我行根据政府采购

中标通知书，以政府财政支付资金为主要还款来

源，通过封闭回款路径等方式，为中标供应商提

供流动资金贷款。 

适用范围：1.客户范围：贷款对象为年满

18 周岁、贷款到期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且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借款人信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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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赌博等不良嗜好，未参与民间借贷；中标企业

连续经营 2年及以上或借款人有 3年及以上相关

行业从业经验，经营状况良好，企业无重大不良

信用记录；中标企业上两年至少有一次政府采购

中标履约记录。2.适用地区：江西省辖内。 

申请条件及所需材料：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能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2.企业成立 1

（含）年以上，或实际控制人有 3 年以上实际行

业经验，具有良好的纳税记录、工商登记记录；

3.企业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服务能力；

4.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环境

保护要求，符合光大银行信贷政策；5.人行征信

信息查询系统查询显示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

主要经营者无重大不良记录；政府采购履约行为

无不良记录；6.中标供应商在光大银行信用评级

应在 B-级（含）以上，或单户授信敞口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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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客户适用《小额融易贷（结算类）业务打

分卡》得分须不低于 60分；7.企业/企业法定代

表人不在光大银行预警黑灰名单内；8.光大银行

要求的其他条件。 

贷款金额：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偿债能

力，结合合作机构的推荐、供应商以往中标记录

和履约情况、担保方式等情况，合理确定中标供

应商授信金额。单户授信额度原则上不应超过过

人民币 500 万元。 

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应与政府采购合同中约

定的结算周期、付款方式相匹配，最长不超过合

同约定付款日期后两个月； 

贷款利率：利率随行就市 

担保方式：1.现金流管控方式。指银行、供

应商、合作机构以三方协议或政府采购回款账户

备案函等形式约定财政支付资金回款至我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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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账户，确保还款来源安全、稳定。2.担保机构

担保。指由我行认可的专业担保机构提供全额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3.其他担保方式。指根据

中标供应商资质情况可要求其提供我行认可的

其他担保方式，包括且不限于：第三方企业连带

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13479195982/0791-8666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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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抵押贷 

产品简介：抵押贷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为进

一步缓解江西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而向其推出的一款房屋抵押贷款产

品。 

申请条件：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小微

企业，经营年限一年以上，且需要资金进行正常

周转，且有符合我行要求的抵押物。 

额度：最高 1000 万元 

年华利率：4.35%左右 

期限：授信期限最长 10年 

二、超额贷 

产品简介：“超额贷”产品是我行与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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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普

惠小微信贷产品，该产品是借款人在我行办理标

准抵押率小微抵押授信后，再办一笔保证授信，

由担保公司提供全程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保证

类授信产品。担保方式为担保公司担保+二押，

抵押率最高可高至 85%。 

申请条件：我行存量标准抵押率客户 

额度：最高 100万元 

利率：5.7% 

期限：不超过 2年 

联系方式：各营业网点或拨打 

0791-8675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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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抵押 E 贷 

产品简介：抵押 E 贷是指符合我行普惠金融

授信业务的小微客户（包含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以经营主体自有、经营者自

有或其亲属名下的房产作抵押，向我行申请用于

生产经营中正常资金需求的人民币授信业务。 

申请条件：1.企业成立满 6个月，实际经营

满 12 个月；2.实控人征信良好，年龄 25-65 周

岁；3.抵押物位于北上广深、南昌、赣州、九江

地区的住宅及别墅。 

额度：额度最高 4000 万元 

年化利率：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的利率为

LPR 至 LPR+15bp。 

二、微 E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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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为满足“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

愿和无不良嗜好”的小微企业主、实际控制人或

自热人股东等群体发放的经营性贷款。 

申请条件：1.企业经营年限要求：成立且经

营满 2 年。2.担保方式：信用贷款。3.借款人要

求：借款人或配偶占股 30%以上或担任法人，须

满 2 年；征信良好，无不良嗜好；年龄 18-65周

岁；本地居住满 1年。4.额度核定：依托线下尽

调企业经营流水+资产（房、车、存货、设备等）

+负债（资产负债率及销售负债比）。 

额度：一般贷款最高额度 100 万元，备付金

额度最高 20万元。 

年化利率：4.5%-10.44%。 

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一般贷款期限不超

过 2 年。 

联系人：肖经理； 

联系方式：0791-88550724/1877916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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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税银通 2.0 

产品简介：该产品是广发银行针对纳税行为

表现良好的小微企业客户，打造的全线上化信贷

产品。通过整合行内外对公及零售大数据资源，

实现了客户授信申请、审批、合同签订、提款、

还款的全线上化，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及客户

体验。 

申请条件：生产经营正常，有稳定的经营收

入和持续经营能力，信用记录良好，具备还款能

力及意愿的国标小微企业客户。申贷材料方面客

户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及法人及实际控制人身

份证等基础证件信息。 

额度：本产品授信额度最高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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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利率：常规年化利率 6%起，实施优惠

利率政策期间新客户最低可享受 4.5%。 

期限：额度有效期 1 年，单笔贷款期限最长

6 个月，可循环使用，按日计息，随借随还。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红谷滩区、进贤县 熊亚男 18702604072 

东湖区 石  劼 13979188469 

西湖区 王  萍 15797699867 

南昌县 费永斌 13576267010 

青云谱区 祝  磊 13767058362 

高新区 方志新 18770918992 

新建区、湾里区、安义县 吴  意 18720776720 

二、小微 E 秒贷 

产品简介：小微 E 秒贷是广发银行专为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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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推出的免抵押、免担保的线上经营性信用

贷款 

申请条件：年龄 20岁至 65 岁；营业执照注

册满半年；生产经营正常，有稳定的经营收入和

持续经营能力，信用记录良好的小微企业法人及

股东。 

额度：产品单户额度最高 50 万元 

期限：最长 1 年，单笔贷款期限最长 12 个

月，可循环使用。 

年化利率：利率最低年息 4.35%起，先息后

本、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按月付息。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苏经理：15870683853；缪经理：187200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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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房抵快贷 

产品简介：“房抵快贷”用于指采用标准化

申请材料、快速化审贷政策，以房产抵押担保发

放的，用于小企业合法经营活动的，可实现高效

审贷、快速放款的人民币贷款。 

申请条件：符合工信部标准认定的小型、微

型企业；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资金用途真实；

有可供抵押的住房或商用房。  

额度：最高额度 1000 万元。 

期限：最长 3 年、授信最长期限 5年。 

年化利率：最低 4.2%。 

二、订单担保贷 

产品介绍：“订单担保贷”业务是获得政府

采购、教育系统采购、医疗系统采购、国企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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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的企业或企业大股东定制准信用类担保产

品，由银行及江西省融资担保公司共担贷款风险

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的专属产品方案。 

申请条件：企业成立 1 年以上或实际控制人

从事该行业 3年以上；借款人获得政府采购、教育

系统采购、医疗系统采购、国企采购订单的直接中

标企业、个人持股比例 50%以上（含）大股东。 

额度：单户最高额度 1000 万，且不超过对

应订单金额的 70%。 

年化利率：最低 4.2%。 

期限：1年。 

三、高新贷 

产品介绍：“银担高新贷”是为取得高新技

术资格认证的科技型企业量身定制的准信用类

担保产品，通过取消反担保抵押物，提高融资可

获得性，全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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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成立时间三年以上的高新技术企

业,且获取的高新企业证书在有效期限内；近三

年度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应纳税收入在 1000 万元

（含）以上；拥有专利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权三项权利中的至少

一项；近三年企业及实际控制人信用记录良好，

无恶意逾期记录。 

产品额度：单户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

元。具体贷款金额以下面两种测算方式孰低确

定： 

（1）单户贷款金额不超过上年纳税收入的

20%； 

（2）单户贷款金额不超过上年免抵退办法

出口销售额的 2%、已纳增值税和已纳所得税三

项合计金额的 20 倍。 

年化利率：最低利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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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1年 

四、浦惠 e 贴 

产品介绍：“浦惠 e贴”用于为小微企业持

有银行承兑汇票提供便捷的在线贴现服务。 

申请条件：符合工信部标准认定的小型、微

型企业；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交易真实。 

额度：单户最高额度 2500 万。 

年化利率：贴现率按每日更新。 

期限：单户最高期限 1 年。 

五、政采贷 

产品介绍：“政采贷”业务是指我行依据政

府采购部门（以下简称“政采部门”）在供应链

中的核心买方地位，为满足政府采购上游供应商

短期经营性融资需求而提供的专属业务方案。 

申请条件：满足政府采购的资质要求，具有

良好的纳税记录、工商登记记录；供应商应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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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被纳入政府采购供应商名录入围名单，与政

采部门的历史交易记录在一年（含）以上，累计

履约金额不低于 150 万元人民币。已在我行开立

一般存款账户及专用存款账户（即政采专户），

供应商与政采部门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中注明

或已变更收款账户为该公司在浦发银行开立的

政采专户；以供应商未来所有的应收账款（预期

采购款）办理以本行为质权人的质押登记。 

额度：单户最高额度 1000 万。 

利率：最低利率 4.2%。 

期限：1年。 

六、小微在线保理 

产品介绍：针对核心企业或平台的上游供应

商，基于核心买方信用、真实应付账款、电子债

权付款凭证等，通过系统对接（API/网银/银企

直连）等在线方式实现债权转让、应收账款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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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保理融资等功能。 

申请条件：符合工信部标准认定的小型、微

型企业；主要面向付款频繁，交易量大，向上游

供应商付款的核心企业，。 

额度：最高 2500 万元 

期限：不超过一年； 

年化利率：每日更新 

七、在线福费廷 

产品介绍：在线国内信用证福费廷指在国内

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包买模式项下，小微企业客户

通过本行公司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发起在线国

内福费廷业务申请，后续由本行相关业务系统及

企业在线融资系统完成系统自动审核及放款的

服务。 

申请条件：符合工信部标准认定的小型、微

型企业；仅适用于包买模式下的国内证福费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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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满足国内信用证委托收款人的准入资格。申

请叙做福费廷的业务应已由本行完成审单、委托

收款等业务流程并已经取得开证行真实、有效的

到期付款确认书（或承兑函电）。 

额度：最高 2500 万元。 

期限：不超过一年。 

年化利率：每日更新。 

八、浦税贷 

产品介绍：浦税贷是指我行与江西省国税局

是采用银税信息直连模式，通过系统平台开发、

开放接口等方式，获取小微企业涉税信息，信息

交互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信息、纳税信

息、纳税信用情况、财务数据等，后续由本行相

关业务系统及企业在线融资系统完成系统自动

审核及放款的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融资服务。 

申请条件：符合工信部标准认定的小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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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企业注册成立且实际经营 2年（含）以

上；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最近一次纳税信用等级

评定为 A 或 B 级；距企业申请当日近 24 个月无

税务稽查记录；企业近 24 个月不存在严重违法

行为；近 24 个月非主观故意的一般违法行为（含

一般违法和其他违法）次数合计不超过 4 次。 企

业最近 12 个月缴税总额不小于 1 万元。 

额度：最高可达 300 万元。 

年化利率：最低利率 4.2%。 

期限：1年。 

九、银信贷 

产品介绍：“银信贷”（在线小额信用贷）

是指依据企业在我行的交易结算、金融资产等维

度，由小企业在线融资平台系统自动审批，为小

微客户发放的短期用于企业经营周转的信用贷

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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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工信部划型口径的小微型企业，

实收资本不低于 10 万；企业成立满 2 年，在我

行结算满 1 年；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70%；上年度利润总额大于 0；企业及共同还款

人当前无逾期、欠息或垫款情况，近一年无不良

信用记录，不存在金融、借贷类涉诉案件。 

额度：最高可达 50万元。 

年化利率：最低 4.2%。 

期限：1年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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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周灵燕

付文平

涂青

熊少卿

万程

徐良

吴智莹

徐金金

魏昌栗

刘斌

吴梦婷

邱火云

刘三发

石甜甜

聂靖

邹烈樑

张永金

李向荣

浦发银行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分行营业部

物华支行

天宝支行

长天支行

湖影支行

秋水支行

红谷支行

城南支行

八一支行

新建支行

九龙湖支行

赣州分行营业部

赣州分行南康支行

九江分行营业部

上饶分行营业部

上饶鄱阳支行

宜春分行

吉安分行

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402号

南昌市民德路568号

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凯基大厦

南昌市施尧路1111号

南昌市高新大道1 588号

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1 60号

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349号

南昌县莲塘镇澄湖北大道528号

南昌市永叔路115号

南昌市新建县长凌大道解放路928

号

南昌市丰和南大道2111号

赣州市红旗大道70号

赣州市南康区天马山大道9号

九江市庐山南路293号

上饶市凤凰大道8号浦发银行上饶

分行

宜春市宜阳大道60号

吉安市井冈山大道凯旋中央城北区

上饶市鄱阳县鄱阳镇商业大道湖城

新天地8栋119号

18979661020

15070010209

18170964508

15870692519

15180400414

13479199456

18170063680

18507088690

18870078787

15979888696

13319400843

18770907177

18970967819

18370878348

13807021094

13687088947

15970879537

1867935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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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华夏快贷 

产品介绍：于能够提供产权明晰、变现能力

较强房产抵押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华夏银

行提供最长期限为 30 年按揭还款方式的经营性

房产抵押贷款。该产品特点一是申报审批流程快

捷，批复后一周内放款；二是贷款期限最长 30

年，每月分期还款额与按月付息额差异不大，彻

底免除传统 1-3年期短期贷款到期必须结清本金

或办理续贷的资金风险和操作麻烦。 

适用客户：特别适合生产经营持续稳定，经

营现金流波动不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适

用。 

额度：单户最高 1000 万元。 

年化利率：优惠利率最低可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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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最长 30 年。 

担保方式：南昌市区域内住宅或别墅房产。 

二、“十年期不还本”普惠贷 

产品介绍：华夏银行针对拥有工业厂房、

写字楼等“重资产”的小微企业，推出“十年期

不还本”普惠贷创新产品，彻底免除传统工业厂

房或写字楼抵押贷款只能申请 1-3 年期短期贷

款，贷款到期必须结清贷款本金，且续贷转贷成

本过高的风险。该产品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小微企

业出现抽贷断贷风险，同时大幅降低借款人日常

还款压力，从而帮助小微企业实现持续稳健经

营。 

申请条件：特别适合生产经营持续稳定，经

营现金流波动不大的拥有工业厂房或写字楼的

制造型企业或服务型企业。 

适用客户：贷款需求在 300 万-1000 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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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微企业 

额度：单户最高 1000 万。 

年化利率：优惠利率最低可至 3.9%。 

贷款期限：最长 10 年，每年无还本续贷。 

担保方式：南昌市区域内工业厂房、写字楼、

住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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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小微保证贷 

产品简介：指符合我行授信条件的小微企业

客户，以我行可接受的保证人作担保，向我行申

请用于生产经营的各类授信业务。  

申请条件：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并及时进行了年度申报；2、企业规模符合《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中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划

型标准的境内企业法人；3、企业有 2 年（含）

以上持续经营历史或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管理者具备 3 年（含）以上持续的经营经验；4、

企业及法人信用记录良好，且法人为本国公民；

5、所属行业不属于银行相关政策禁止或限制准

入的行业；6、不涉及任何法律诉讼、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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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根据借款人资金需求和偿债能力等综

合确定，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含）。  

年化利率：最低 5.20% 

期限：最长为 1年（含） 

联系人：陶经理；联系方式：0791-86899831 

二、房抵快贷 

产品简介：针对小、微型对公企业，通过普

通住宅抵押担保的形式，发放用于生产经营型贷

款。 

申请条件：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并及时进行了年度申报；2、企业规模符合《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中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划

型标准的境内企业法人；3、企业成立一年（含）

及以上，经营情况良好，有固定经营场所；4、

企业及法人信用记录良好，无不良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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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根据借款人资金需求、偿债能力、抵

押物价值等综合确定，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含）。  

年化利率：最低 4.30% 

联系人：陶经理；联系方式：0791-8689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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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普惠速贷 

产品简介：普惠速贷是北京银行基于小微企

业纳税信息等，通过共同借款人模式打造的全线

上、信用类流动资金贷款，通过线上申请、线上

审批、线上提款，用于支持小微企业日常生产经

营周转。 

申请条件：适用于经国家工商行政机关核准

登记，成立 2 年（含）以上，纳税状态正常且最

新纳税信用等级非 D、M 级的小微企业。 

额度：单户最高额度 200 万元； 

年化利率：年化利率LPR+100BP-LPR+200BP； 

期限：授信期限一年，随借随还。 

二、科企贷 

产品简介：科企贷是北京银行基于企业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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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属性信息及知识产权数据，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科技属性的小微企业发放的信用

类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支持小微企业日常生产经

营周转。 

申请条件：适用于经国家工商行政机关核准

登记，成立 1年（含）以上，注册资本≧100 万，

近三年至少一项专利权，纳税状态正常且最新纳

税信用等级非 D级的小微企业。 

额度：单户最高额度 300 万元； 

年化利率：LPR+65BP/115BP/165BP。 

期限：授信期限一年，随借随还。 

联系人：王经理；联系方式：0791-8671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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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流水贷 

“流水贷”业务是本行借助工商、司法、反

欺诈、人行征信、税务、企业收支流水等线上数

据，给予借款人信用贷款的信贷业务。它是一款

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信贷智能风控产品。    

 申请条件：1、在江西省内诚信纳税、经营

良好且有银行交易流水和固定经营场所的小微

企业主、个体工商户；2、借款人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不含港澳台），年龄在 25 周岁到

60 周岁之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借款

人征信情况良好，无恶意不良信用记录，非人行

征信白户，未列入我行黑名单；4、申请人为企

业法定代表人（持股不低于 5%）或前两大股东

（持股不低于 30%），且近 6 个月内保持身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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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5、企业成立 24 个月以上，无重大违约、

违规处罚记录，不在吊销、注销经营证照之列；

6、纳税登记不少于 24 个月，纳税等级为 A、B、

M，近 1 年实缴税额 1 万以上；7、有银行交易

流水，且流水相对持续稳定。 

额度：最高 100万 

年化利率：最低至 LPR+50BP 

期限：最长授信期限为 12 个月，借款人可

申请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联系人：范经理；联系方式：15070036483 

二、超抵贷 

“超抵贷”是指本行运用科技金融手段、整

合小微企业工商、税务等外部数据，以个人住宅

进行抵押，面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发放的

一款创新型线上信贷产品。 

申请条件：1、借款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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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年龄在 22周岁（含）—65周岁（含）。2、

借款人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还款意愿，申请贷

款时不存在到期未还的逾期贷款和信用卡恶意

透支，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连续 90 天（含）以

上或累计 180 天（含）以上的逾期记录；3、借

款人能够提供本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名下（年

满 18 周岁）的不涉及房产交易行为的住房作为

抵押物；4、具有本行机构所在地合法有效的生

产经营证明（包括营业执照、商户经营证等），

从事特种行业的还应持有有权部门批准颁发的

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原则上具有半年（含）以

上本行业或相近行业经营管理经验；5、小微企

业主包括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

企业合伙人、公司主要股东。其中，合伙人合伙

份额须高于 50％（含）；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比

例不低于 20％（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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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最高 1000 万。 

年化利率：最低至 LPR。 

期限：最长授信期限为 10 年，单笔贷款最

长期限 3年，借款人可申请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联系人：肖经理；联系方式：1326545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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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惠商贷 

产品简介：惠商贷业务是指上饶银行向经营

所在地辖区内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发放的

用于其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的授信产品。 

申请条件：1、申请人在上饶银行经营所在

地拥有本地户口或有固定经营场所；2、申请人

资信等级评定达到上饶银行准入门槛，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且贷款到期日男性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3、申请人应取

得相关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及相关批复，其中小

微企业主需提供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企业信息

证明其是否为主要股东（占股 30%以上）；4、

申请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有固

定的经营场所，具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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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率原则上不高于 60%，且第一还款来源明

确、合法；5、申请人信用情况良好，无不良贷

款余额、无不良担保余额、无恶意拖欠、无逃废

债等行为，近两年逾期次数累计不超过 6 次且连

续逾期不超过 3 次；6、申请人所从事行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上饶银行授信政策，从业经验不

少于 3 年；7、申请人及关联人员未被列入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监控名单，且申请人及关联人员洗

钱风险等级符合上饶银行要求不得为较高或高

风险等级；8、总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额度：信用担保的不超过 50 万元，保证及

抵质押担保不超过 500 万元； 

年化利率：年化利率可低至 3.7%； 

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 

二、居 e 贷    

产品简介：上饶银行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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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主体发放，满足其个人或家庭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消费或生产经营需求，将借款人夫妻名

下自有或直系亲属（父母）住宅房产作抵押，并

以此为担保向上饶银行申请的抵质押贷款，且押

品需进行线下或主要经过线下评估登记和交付

保管。贷款客户在手机银行端自主完成贷款申请

和放款操作。 

申请条件：申请个人经营类贷款的借款人应

具备以下条件：1、年龄在 18-65 周岁之间；2、

正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从事合法生产经营

的能力和经验，具备按期偿还贷款的良好意愿和

能力；3、能够提供有效的生产经营、收入、财

产等证明；4、借款申请人及配偶无重大不良信

用记录，不存在以下行为：近两年个人征信贷款

发生连续逾期 3次及以上，累计逾期 6次及以上，

近半年内有连续逾期，当前处于逾期状态；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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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发生连续逾期 3 次及以上，累计逾期 6 次及以

上，当前逾期金额大于 1000 元；近一月贷款审

批查询机构数大于 5 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等；5、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及担保人未被

列入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控名单，且洗钱风险等

级为较高风险以下（不含）的。  

额度：“居 e 贷”产品消费类单户额度最高

200 万元，经营类单户额度最高 500 万元，且最

高不超过房产价值的 80%； 

年化利率：消费类年化利率可低至 5.22%，

经营类年化利率可低至 4.75%；  

期限：最长不超过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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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银行南昌分行产品信息 
 

一、产品名称：九融贷 

产品简介：九融贷是指九江银行与地市级及

以上担保公司合作开展的，向符合准入条件的小

微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及农户客户提

供的贷款。 

申请条件：小微企业在江西省内注册时间 3

年以上，企业资信状况良好，无逾期记录或无未

结清欠息；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经营

主体的经营年限满 3 年以上，借款人及其配偶资

信状况良好，无未结清逾期贷款和未结清欠息信

息。 

额度：小微企业的单户贷款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单户贷款金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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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00万元，农户单户贷款金额不超过 100 万

元。 

年化利率：最低 3.85%起，以最终审批为准。 

期限：流贷最长一年，固贷最长三年。 

二、产品名称：税易贷 

产品简介：税易贷是指九江银行向符合准入

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发放用于支持企业日常

生产经营周转的，以信用方式为主的贷款。 

申请条件：借款人为正常经营和纳税的中小

微企业，有固定经营场所，实际持续经营时间及

营业执照注册时间须在一年（含）以上且在有效

期内；借款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原则上应为企业股

东；借款人企业法人代表及实际控制人年龄在

20 岁（含）至 70岁（含）之间，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借款人及实际控制人资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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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未列入失信人黑名单，且

不得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借款人近 1年按时足

额缴税，无不良纳税记录；我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额度：最高 200万元。 

年化利率：最低 4.8%起，以最终审批为准。 

期限：不超过 1年（含）。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791-86867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