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锦市金融机构企业类信贷产品汇编

金融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简介/申请条件 执行利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工商银行

营运资金贷款
周转限额贷款

临时贷款

1、工行办理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2、信用等级在AA级（含）、A级（含）、BBB级（含）

以上；                            3、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各我行信贷政策，经营稳定，财务头部良好，流

动性及盈利能力较强，在行业或区域有明显竞争优势和

良好的发展潜力；                                        

4、在银行融资无不良信用记录；                                                         

5、不符合信用贷款条件的，应提供合法、足值、有效的

担保    

6、工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姜永波 13555422009

项目融资贷款
固定资产贷款
项目前期贷款

设备购置贷款
项目营运贷款

1、工我行办理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2、贷款人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

记；                          3、国家对拟投资项

目有投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质要求的、符合其要求；                                                  

4、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环境保护、土地使用、资源利用

、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等方面政策和我行信贷政策；                    

5、借款人及主要股东信用状况良好，在银行融资无不良

信用记录，无其他重大不良记录；                                                        

6、项目符合有关规定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规定；              

7、项目已按照国家规定输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             

8、借款用途及还款不源明确、合法；                         

9、对已经营的企业要求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有合

法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具备按期偿还能力；                             

10、我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执行LPR浮动利

率

经营性物业  
支持贷款

特定资产收费

支持贷款                                                    

1、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在我

行开产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账户；                                  

2、借款人所有者权益在1亿无人民币（含）以上，借款

人所属的集团母公司对借款人直接全资控股的，可按集

团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掌握；                                               

3、经营及财务状况较好，在银行融资无不良信用记录，

无其他重大不良信用记录；                                         

4、上一年度及当期经营现金流为正；                         

5、拥有合法、完整、独立的物业所有权、经营权、收益

权和处置权；                                                      

6、品种不同我行还有要求的其他条件。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农业银行

短期流动资金
贷款

向企（事）业法人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组

织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本外币贷款 。

贷款期限：3年以内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冯文 18246390656
微捷贷

银行以小微企业及企业主的金融资产、房贷等数据为依

据，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为客户提供

可循环使用、纯信用方式的小微企业网络融资产品。贷

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小企业简式快
速贷款

在落实全额有效抵（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的前提下，

信用等级评定、授信、用信一并办理，根据提供的抵

（质）押物和保证担保，直接进行授信和办理各类贷款

、贸易融资、票据承兑、贴现、保函、信用证等表内外

融资业务。贷款期限：单笔最长3年。

执行LPR浮动利

率



中国银行

固定资产贷款

固定资产贷款是指我行为解决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

资金需求而发放的贷款。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包括：

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开发并生产新产品等活动及相关

的房屋购置、工程建设、技术设备购买与安装等。                         

申请条件：                                          

1.持有经工商行政部门年检合格的企业营业执照，事业

法人应持有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2.持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证/卡；

3.借款申请人经济效益好，信用状况佳，偿债能力强，

管理制度完善；

4.落实中国银行认可的担保；

5.在中国银行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户；

6.固定资产贷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贷政策；

7.具有国家规定比例的资本金；

8.项目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通过，配套条件齐备，进口

设备、物资货源落实；

9.申请外汇固定资产贷款的，须持有进口证明或登记文

件。

10.提供我行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刘丽 15636462111

流动资金贷款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是我行为满足客户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短期资金需求，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而发放的

贷款。  申请条件： 1.借款人应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事业法人及其他经济

组织，拥有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并通过年

检； 

2.借款人须经我行信用评级，并达到一定级别要求。我

行会根据评审的需要不定期调整确定准入级别，该级别

应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3.借款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法规；

4.借款人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机构、合格的领导班子及

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企业经营、财务和信用状况良

好，具有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5.有银行认可的担保单位提供保证或抵（质）押担保；

6.借款人在中国银行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账户；

7.符合中国银行其他有关贷款政策要求。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是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作为委托人（目前

不接受个人委托）提供资金，由受托人（即中国银行）

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

等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的贷款。                                    

申请条件：

1.委托人为政府部门、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

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

2.办理境内外汇委托贷款人的公司必须是经国家外汇管

理局审核批准的《跨国公司名录》中的企业。

3.委托贷款中的借款人只能由委托人书面形式确定，不

得由委托人以外的第三者指定借款人。

执行LPR浮动利

率

中银税贷通

中银税贷通是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推出的以小微企业

纳税信用为依据，向持续经营的小微企业提供的短期流

动资金贷款。申请条件：企业成立且实际经营3年以上

（M级客户除外）；年销售收入不超过3亿元，且纳税等

级为A\B\M级中小微企业

执行LPR浮动利

率

中银信贷工厂

中行根据中小企业需求特点，在传统的公司贷款、票据

融资业务外，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际结算、外汇资金等方

面的优势，积极开展产品创新和组合，有效满足中小企

业个性化需求，降低融资成本。针对中小企业担保难的

问题，中行创新担保方式，因地制宜推出房产抵押、存

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第三方企业担

保、专业担保公司担保等产品，包括“立业通宝”、“

棉贷通宝”、“银商通达”、“影视通宝”、“银保通

达”等，充分满足各类中小企业客户的融资需求。

执行LPR浮动利

率

建设银行

账户云贷

1企业成立1年（含）以上；2.在建设银行开立对公结算

账户;3.近12个月借方交易笔数5笔（含）以上；4.企业

账户和企业主账户在建设银行的贷方结算金额合计不低

于贷款合同金额；5.企业及企业主其他银行授信不超过2

家，金额不超过500万

4.5025%

李鑫钢 13674546270



建设银行

结算云贷

1.企业成立2年（含）以上；2.开立对公结算账户1年

（含）以上；3.企业及企业主日均金融资产5万元（含）

以上；4.近12个月企业借方和贷方经营性结算累计笔数

100笔（含）以上,累计金额100万元（含）以上;5.近12

个月企业对公结算账户及企业主个人账户合计日均存款 2

万元（含）以上；6.近30个自然日内对公账户贷方结算

笔数1笔（含）以上；7.企业及企业主日均金融资产5万

元以上。

4.5025%

李鑫钢 13674546270

云税贷

1.企业成立且实际经营2年（含）以上；2. 企业近24个

月缴增值税、所得税；3.企业最近一次纳税信用等级评

定结果为A、B、M级；4.近12个月纳税总额3万元以上；

5.其他银行授信不超过1家；6.法定代表人年龄18-65周

岁。

4.5025%

信用快贷

1.开立结算账户；2.无不良信用记录、无负面信息；3.

企业在其他银行授信不超过2家，且未结清债项为正常和

关注类；4.企业及企业主在其他银行信贷余额不超过500

万元（个人房贷及信用卡额度除外）。

4.50%

云电贷

1.法定代表人18—65周岁；2.在建设银行开立结算账

户；3.企业在其他银行授信不超过2家，企业及企业主在

其他银行信贷余额不超过500万元；4.企业成立且实际经

营2年（含）以上；5.企业用电水平相对稳定，近12个月

用电量环比下降幅度不超过30……

4.50%

农业发展银行

小微企业贷款

符合国家产业、环保等政策，且在我行支持范围内；生

产经营正常，主营业务突出；财务状况良好；信用良

好；其他融资金融机构数量不超3家；对外担保金额不超

过所有者权益，不存在互保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不

存在洗钱交易；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我行要求的

其他条件。

1年期LPR利率基

础上浮5个基点

王璐雨 15765482567

农产品购销储
贷款

具有开展相应业务的经营资质；具备与开展相应业务相

匹配的存储条件，能切实做到专仓（垛）保管、封闭运

行；信用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反

洗钱执行状况良好；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我行要

求的其他条件。

1年期LPR利率基

础上浮10个基点

哈尔滨银行

小微企业贷款

1、符合国家产业、环保等政策；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

务突出；                                                                                

2、财务状况良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信用良好；在我

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3、对外担保金额不超过所有者权益，不存在互保关系，

不存在民间借贷；                                                                         

4、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

7-7.5%

王伟光 13763631486
固定资产和流

动资金贷款

1、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

源，具备按期还本付息能力；

2、在我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信用状况良好；

3、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投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质

要求的，符合其要求；

4、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合法、合规，经营项目符合国

家的产业、土地、环保相关政策；                                                                                                         

5、借款用途及还款来源明确、合法。

7-7.5%

农业企业种养
殖贷款

1、在种养殖行业从事3个经营周期以上，拥有与规模相

适应的生产设施和条件；                                                                               

2、信用记录良好，无涉案涉诉等违规记录，借款用途合

规；                                                                                                  

3、财务状况符合要求，收入良好，拥有按期还本付息的

能力；                                                                                    

4、能提供与借款金额相适应的担保措施；                                                                                                    

5、在我行开立结算账户。

7-8%



龙江银行

固定资产贷款

1、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

2、在龙江银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3、信用状况良好；

4、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

源，具备按期还本付息能力；

5、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投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质

要求的，符合其要求；

6、借款用途及还款来源明确、合法；

7、借款人为新设项目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应有良好的信

用状况，无重大不良记录；

8、贷款行为要求的其他条件。

5-6%

王刚 18324642567

流动资金贷款

1、借款人依法设立；

2、在本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

3、借款用途明确合法；

4、借款人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5、借款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发展前景

稳定，有合法的还款来源；

6、借款人信用状况良好；

7、龙江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5-6%

信用社联社

“聚农贷”农
民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主体贷

款

借款用途合理合法，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稳定的经济收

入，能按期偿还本息、种植合作社耕种土地面积在2000

亩以上、农机合作社的农机设备投资要在500万元以上、

自有资金比例不低于30％，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合作社

所有成员遵纪守法，资信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8.604%/6.3%  

(参考LPR利率浮

动定价) 

成涛 15246433882
“房易贷”房
产抵押贷款

借款用途合理合法，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稳定的经济收入，能按期偿还本息、能提供贷款

社认可的产权明晰、合法有效的房产作为抵押物。

8.67%(参考LPR

利率浮动定价)        

“稳企稳岗”

担保公司保证
贷款

借款用途合理合法，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稳定的经济收入，能按期偿还本息。担保公司名

单内企业

4.83%(参考LPR

利率浮动定价)        

邮储银行 “复工贷”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与民生息息相关行业、诚信良好

的优质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具体包括从事食品、

农副产品、粮油等的生产加工及批发零售，日常生活用

品批发（代理经销），物流运输，以及为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提供生产原材料的行业客户。

4.95-6.5% 贾浩 13339555558

村镇银行 流动资金贷款

1.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特殊行业须持有有权机关颁发

的营业许可证；

2.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信用状况良好，无不良记录；

3.生产经营合法、合规，经营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土

地、环保相关政策；

4.借款用途明确、合法；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有明确的

、合法的还款来源；

5.在我行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自愿接受贷款

行信贷监督和结算监督；落实我行认可的担保；

6.贷款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7%-8.4%(参考

LPR利率浮动定

价)
张成 15046862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