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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佛金函〔2020〕15 号

关于金融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发展的通知

各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金融工作局（办），各文广旅体、餐

饮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落实“六

保”任务的部署要求，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

山市发展全域旅游促进投资和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

〔2018〕847 号）精神，加大金融对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的支持

力度，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金融工作局联合农业银行佛山

分行、建设银行佛山分行、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光大银行佛山分

行和佛山农商行等共同研究，为我市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提供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支持我市文广旅体、餐饮企业及项目建设，供

有关单位选择使用。鼓励市内其他金融机构推出更多更优质服务

方案，为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提供更多选择。

文广旅体、餐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方案融合各级政府、监管

部门的金融政策工具和支持政策，并发挥各金融机构特色优势，

佛 山 市 金 融 工 作 局
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 2

通过服务优化和产品创新，贴近文广旅体、餐饮企业金融需求。

相关金融机构将为我市文广旅体、餐饮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主动

对接了解企业经营需求，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并通过

合理让利，与企业共生共荣。建议各区广泛组织宣传推广，推动

文广旅体、餐饮企业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对接洽谈，加大服务指导

力度，加大服务指导力度，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等难题，全力

保障我市文广旅体、餐饮企业健康发展。

附件：1.农业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

2.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

3.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

4.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

5.佛山农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

方案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0 年 5 月 27 日



` 3

附件 1

农业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支持“稳就业”“保主体”，农业银行佛山分行为文广旅体、

餐饮企业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优质金融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

期间提供专项融资产品组合——“文旅 e 贷”。

农行“文旅 e 贷”产品能全面覆盖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餐饮行业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涵盖信用、质押、抵押等不同担

保方式，确保满足企业多样的融资需求。我行将根据文广旅体、

餐饮企业的经营情况，以抵押、质押、信用等方式核定综合授信

额度；授信额度可用于可循环使用的短期授信业务，也可申请中

长期业务；各类贷款利率执行国家民营企业贷款优惠政策。具体

融资方案如下：

一、产品优势

（一）产品融资成本低

“文旅 e 贷”产品享受国家和农行的普惠金融信贷政策和优

惠利率，融资成本低，农行推出的该产品在银行同业具有绝对优

势，让企业充分享受佛山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二）产品专项额度足

农行对“文旅 e 贷”业务安排了足额的专项信贷规模，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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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满足广大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的融资需求，确保文广旅体、餐

饮企业随时提款。

（三）产品覆盖范围广

“文旅 e 贷”产品能全面覆盖文化、广电、旅游、体育行业

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涵盖信用、质押、抵押等不同担保方式，

确保满足企业多样的融资需求。

（四）产品放款速度快

农行“文旅 e 贷”产品操作简便，能根据企业需求可通过线

上和线下方式办理，及时满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最快能在两

个工作日内实现放款。

（五）农行网点分布广

农行营业网点众多，全面覆盖佛山五区各镇街，可有效和便

捷地为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提供包括融资服务外的其他结算、增

值等各种金融服务，让企业体验农行的全方位优质服务。

（六）服务团队专业性强

农行已成立“文旅 e 贷”产品专业服务团队，由分行行领导

牵头，并指定专业支行办理，团队成员涵盖佛山分行多个业务支

持部门。我行将以一支强大的专业化服务团队，竭诚为文广旅体、

餐饮企业提供高效、优质、快速、全面的金融服务。

二、产品方案

（一）公司类业务融资方案

A 类客户-拥有已开始营运、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旅游、景区项目

根据贷款期限内景区收费权的总额，核定可融资额度，具体要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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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品种 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

贷款额度 单户不超过 1亿元

担保方式 收费权质押担保

抵押率 质押率不超 70%

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 10 年

年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还款方式 一年内一次性还本按约还息，1年以上分期还本付息，

B 类客户—客户拥有住房、商铺、写字楼、工业厂房等可抵押资产。

客户可根据抵押物价值，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直接核定可融资额度，

具体要素如下：

业务品种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贷款额度
以抵押物价值直接核定额度，线上不超过 1000 万，线下不超

过 3000 万元

担保方式 足额抵押担保

抵押率
居住用房，不超过 70%；商业用房，不超过 60%；办公用房，

不超过 50%；工业用房，不超过 65%。

贷款期限 一般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

年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还款方式 线上业务可随借随还；线下一次性还本按月还息

C 类客户—客户无可抵押资产，但在农行开立对公账户并办理结算及

代发工资业务、或有正常缴税记录及纳税等级证明。

客户可根据企业纳税额、我行对公账户结算额和代发工资额、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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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销售收入等，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核定可融资额度，具体要素如

下：

业务品种 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额度
根据企业上年度缴税额、在我行公户结算额和代发工资额等

核定可融资额度，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担保方式 信用方式用信

额度计算
根据企业纳税额、在我行对公账户结算额和代发工资额、净

资产、上年度销售收入等核定

贷款期限 1年

年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还款方式 线上业务可随借随还；线下一次性还本按月还息

D 类客户—客户无可抵押资产，未在农行开立对公账户，无缴税记录

及纳税等级证明，但自身拥有知识产权资产。

业务品种 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额度
单个企业贷款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次年起单个企业贷款

金额可提升至 500 万元。

担保方式 20%保证金+80%保险增信

贷款期限 1年

年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还款方式 一次性还本按月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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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类客户—拥有其他金融质押品，获得政府采购、政府补贴、政府风

险基金，贷款用于购买厂房写字楼等其他客户

1.金融资产质押贷款

根据提供个人或公司金融资产（理财产品、定期存单、保单），在我

行办理融资的信贷业务。

产品要素 要素说明

贷款额度
综合考虑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和用信人信用等级，按理财产品

本金（到期收益）70%-90%

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 1年，

年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贷款用途 满足借款人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产经营类信贷需求

用信品种
包括流动贷款、贸易融资、票据承兑、保函、信用证等表内外

融资业务

2.财政采购或补贴贷

是指对于获得政府财政资金扶持资格，或纳入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支持

范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或中标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在相应资金尚未

到账的中小企业，我行以其未来可获得的扶持资金作为直接还款来源，向

借款人提供短期融资支持的信贷业务。

产品要素 要素说明

贷款额度
最高不超过 2000 万，根据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由政府处获得的补

贴确定额度。

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 1年

贷款用途 满足借款人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产经营类信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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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品种
包括流动贷款、贸易融资、票据承兑、保函、信用证等表内外融

资业务

担保方式
信用方式，同时追加借款人主要个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且不得低于工中建交的担保条件

还款方式
可采用一次性还本付息，或一次还本、分期付息，或分期还本付

息等还款方式

3.商业物业置业贷

商业物业置业贷是指我行为小微企业购置商业物业进行生产经营提

供的贷款期限不超过 10年的按揭贷款融资业务产品。

产品要素 要素说明

贷款额度

1.可根据提供的担保直接进行授信并同时办理单笔信贷业务；

2.最高不超过拟抵押商业物业评估价值的 50%，单户贷款金额最高

不超过 3000 万元。

贷款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 8年，最长不超过 10 年

贷款用途 用于小微企业购置商业物业

用信品种 固定资产贷款

担保方式

1.一手商业物业：开发商阶段性连带责任+商业物业抵押，开发商

须缴纳不低于贷款金额 10%的回购保证金；

2.二手商业物业：商业物业抵押；

3.应同时追加小微企业客户主要投资人或实际控制人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还款方式 1.贷款期限在 1年（含）以内的，可采用按月或按季还本付息方式；

2.贷款期限在 1年（不含）以上的，借款人须按月还本付息。（二）个人类线下融资业务

1、线上融资业务-助业快 E 贷

助业快 E贷是指我行向税收管理部门依法纳税、纳税信用评价高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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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提供的额度在 50 万元以内，期限最长 1 年的个人

线上融资业务。

产品要素 要素说明

贷款额度 单户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 1年

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担保方式 信用方式

还款方式 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线下融资业务-个人生产经营贷款

个人生产经营贷款是指我行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从事合法生

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提供的最高额度 10000 万元，期限

最长 10年的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业务。

产品要素 要素说明

贷款额度 且单户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 10 年

贷款用途 满足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产生过程的流动资金需要

利率 总行统一定价，推广期实行优惠利率

担保方式 房地产抵押担保

还款方式

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含）的，可采用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的方

式；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可采用按月等额本息或等本递减

还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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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市各区农业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主要对接人 联系方式

1 公司业务部 黄敏俊 18688296649

2 公司业务部 邹国君 13809253675

3 三水支行 植超雄 13809810764

4 三水支行 邓国辉 13928557172

5 高明支行 黎剑辉 1392596222

6 高明支行 康志恒 18688225687

7 石湾支行 刘鹏 13827785613

8 石湾支行 阮超 18306618520

9 华达支行 唐丹 13928201315

10 华达支行 陈嘉宇 18826102201

11 城郊支行 李大汉 13702929001

12 城郊支行 姚振科 13929938528

13 祖庙支行 张一梁 13923123534

14 祖庙支行 姚永平 13809217874

15 南庄支行 陆永祥 13927713681

16 南庄支行 王政生 1382346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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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全力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推进“六稳”“六保”服务方案，

加大对文广旅体、餐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建设银行佛山市分

行制定以下金融服务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加大信贷支持

（一）设立专项信贷额度。

保障全市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新增 1000 亿元

专项信贷额度支持，其中对于政府重点扶持领域的企业优先保障

信贷额度。

（二）专属稳就业服务支持。

1. 为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专属信贷服

务，迭代升级云义贷专属服务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个体工商

户抵押快贷等产品，全面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贷资金需

求，保障主体持续经营；

2.支持抵押、质押、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组合申办，单户贷

款额度最高 3000 万元（纯信用额度最高 500 万元），个体工商户

抵押快贷额度最高 1000 万元，最长 10 年。另外抵押类快贷提供

“无缝衔接”续贷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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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押品可接受范围。

在原有商品房、写字楼、临街商铺的基础上，新增自建房、

别墅、住宅式公寓、商务公寓及上述物业配套车位（独立产权证）

纳入贷款标准押品接受范围。采用传统模式办理，将商务公寓抵

押率从 40%提高至 70%，自建房、别墅、写字楼、配套车位抵押

率从 50%提高至 60%，临街商铺抵押率由 40%提升至 70%。

（四）放宽小微企业主准入范围。

对申请抵押快贷准入的小微企业，企业主年龄由 60 岁扩大

至 65 岁，由“企业主非港、澳、台及外籍人士”调整为“企业

主非台胞或外籍人士”。

二、减费让利

（一）提供最优惠利率。

针对当地小微企业，如为防疫相关行业企业，在现行普惠贷

款利率基础上下降 0.5 个百分点，其中纯线上信用类贷款一年期

利率最低 4.1025%。如非防疫相关企业，在原普惠金融贷款利率

上进行优惠，其中纯线上业务按 9 折执行，即年利率约 4.5%，

如为申办抵押快贷，一年期执行最低 LPR+0BPS；一年期以上执

行最低LPR+40BPS。(具体执行利率以贷款发放时利率价格为准。)

(二)为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提供最优惠费率及优惠补贴费

用。

1.减免支付费用。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如餐饮、零售等）

的中小微企业，减免不少于 6 个月的条码支付结算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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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免结算费用。在建行开通首个企业结算账户，享受账户

管理费减免；签约企业网上银行、单位结算卡、账单自助系统等

常规结算产品享优惠价格；疫情期间免收企业账户大额、通兑取

现及单位结算卡取现手续费。

3.免费平台服务。对急需转型线上销售的中小微企业，建行

免费提供在线商城、微商城、在线订货/点餐等技术平台支撑，

协助企业线上拓客引流。

4.投入促销费用。在商业活动恢复期，建行向重点扶持行业

投入促销费用，支持受疫情影响行业恢复正常经营。

三、保障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已在建行办理信贷业务的小微企业，提供临时性延期还

本付息服务。对因疫情造成临时还款困难的民营企业, 承诺不盲

目抽贷、断贷、压贷，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再融资、期限调整、征

信保护、还款计划调整等支持：

（一）“无缝衔接”续贷。疫情期间到期的普惠型贷款（含

个体户），存量贷款期间无违约记录，可申请最长续贷 1 年，利

率按目前最新价格执行。

（二）调整还款计划。对疫情影响，还款出现短暂困难的小

微企业，提供调整付息频率服务支持，企业可选择按月、按季进

行调整。

（三）征信保护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贷款出现逾期的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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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行协助向人行申请征信修复，剔除逾期名单，提供征信

保护服务。

四、专设金融服务通道

（一）搭建重点企业授信业务绿色通道。对政府重点支持领

域企业，提供绿色服务通道，确保授信评估、业务核准、授信申

报、授信审批、贷款发放等相关授信业务优先受理、快速作业。

（二）扩大线上金融服务渠道。提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惠懂你 APP 等线上金融服务渠道，提供融资、账户查询、转账、

企业信用报告线上查询等服务。

（三）提供线上“一对一”精准服务。通过短信、微信等渠

道向企业发送提醒，通过个人客户经理云工作室为企业提供“一

对一”远程服务，协助企业通过线上渠道进行转账汇划、代发工

资、投资理财、融资等操作。

（四）创新企业线上经营工具箱。配合企业网银、手机银行，

提供线上建门户、找客户、管经营、发薪酬、云客服、快融资、

管园区等一键式在线经营管理服务。

佛山市各民营小微企业可直接联系建行佛山市分行（具体服

务机构及联系电话见附件），提出个性化融资需求，建行服务团

队将 7*24 小时实时响应，并提供绿色通道应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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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行佛山市分行服务团队
建行融资服务机构 具体地址 贷款咨询服务人员 联系电话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 顺德区乐从东平新城文华南路 8 号 3 座

何裕钊 13760962196

曾令全 13535895334

建设银行南海支行 南海区南海大道北 34 号财联大厦 2层

彭珊珊 13928582760

何泽锋 18823149478

建设银行大沥支行 南海区大沥镇新城大道凤池商业城 D1层

陈淑韵 18823230344

潘健新 18823159166

建设银行乐从支行 顺德区乐从镇东区新华路 B6号
吴炬彬 13928267722

何燕梅 13823427371

建设银行三水支行 三水区健力宝南路 37 号
杜淑琼 13928590265

梁铭锋 15692414335

建设银行狮山支行 南海区狮山镇博爱中路 8号
刘翠云 13809212015

何文照 13809224755

建设银行禅城中心支行 禅城区汾江中路 120 号
何国毅 13760966599

黄富能 13702755224

建设银行西樵支行
南海区西樵镇江浦东路与长提路交叉口

东 50米

黄炜权 15813600757

刘东军 13825528911

建设银行汾江支行 禅城区五峰四路 27号
徐景尧 13516631572

何耀良 13600303300

建设银行祖庙支行 禅城区季华七路 2号 1-4 座
陈光谱 13929969478

陈斌 13827743202

建设银行罗村支行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街道南湖一路 6号
张翠媚 13702961066

杜锦祥 13923234987

建设银行大良支行 顺德区大良街道清晖路 146 号

梁洁根 13516648503

欧永祥 1392919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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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高明支行 高明区文华路 438 号

区国柱 13928523565

刘金 13928507511

建设银行龙江支行 顺德区东华路

彭普全 13690777155

廖文聪 13450551403

建设银行北滘支行 顺德区北滘镇建设南路 38 号

梁志明 18022229600

郑展豪 13925451829

建设银行容奇支行 顺德区容奇凤翔南路 3号 1-2 层

李子建 13715516063

郭海洲 1379008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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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积极响应支持佛山市金融支持“六稳”“六保”工作，邮

储银行佛山分行针对文广旅体、餐饮企业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

方案如下：

一、邮惠付聚合支付：融合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主流收

款方式，支持所有银联借记卡及信用卡绑定付款，资金清分安全

有保障。支持 PC 客户端、手机 APP 等多种商户接入方式，方便

消费者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多种时下通行的支付方式扫码消

费，致力于给商户们提供更优质的收银服务，让商户办公效率更

便捷。持有效证照的佛山餐饮商户均可申请办理。审批时间短，

最快申请当天便可投入使用；D+1 到账，资金直接划入商户邮储

账户；一码多付，融合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主流收款方式；

费率优惠，最低零费率。

二、华润通联名信用卡：具有银联及 Visa 功能，客户成功

申请华润通联名卡后，将自动成为华润通会员，可享受会员价购

物及积分兑换等权益，并支持境内及境外消费。

三、快速现金分期服务：客户在旅游、餐饮商户消费后，可

以使用邮储银行信用卡现金分期产品实现实时快速现金分期，持



` 18

卡人可将现金分期额度内的资金转入本人本行借记卡，分期偿

还，并支付一定手续费，线上或电话申请，最长 24 期，实时秒

批。

四、文化旅游贷款支持：针对成立 2 年以上文化旅游行业内

的中小微企业（包括景区经营企业、特色文化企业、民宿经营企

业等）研发的专属信贷产品，提供信用类/景区经营权质押贷款，

单笔最高 500 万，单笔贷款期限最长 2 年；还款方式涵盖等额本

息、一次性还本付息等。

五、文广旅体、餐饮创业贷：在佛山经营文化旅游餐饮行业

客户，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将提供最高额度 30 万，最长 3 年期的

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免抵押、免担保”由市人社局提供基金担

保和提供全额利息补贴，解决文化旅游餐饮行业客户创业过程中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非重点扶持对象要求主体登记注册时

间在 3 年内，通过支待创业促进就业。

六、极速生意贷款支持：针对文化旅游餐饮行业客户经营过

程中快速融资城求，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提供线上极速生意贷产

品，通过手机申请,具有额度高、支用灵活、流程简单和极速放

款的优点,有着“申请快、审批快、支用快”的“三快”操作优

势,只要实际经营满一年,即可通过手机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最高

5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5年期,让广大小微企业主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邮储银行线上贷款服务。对于线上申请不成功的客户，邮储

银行佛山分行将安排专人跟进，提供线下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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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贷款延缓服务：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对外贸企业类贷款客

户，因受疫情影响存在暂时困难的,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将适当给

予贷款展期、延期还本付息等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

延至今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于少数受疫情影响严重、恢复周期

较长且发展前景良好的,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协商确定另外的延

期还本安排。

八、征信保护服务：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

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

工作人员，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归还个人贷款，相关逾期记录可

以申请不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报送的予以信用记录调整。

九、业务咨询办理：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各区咨询服务电话：

禅城区:83031393，南海区:86233828，顺德区:22685092，三水

区:87802618，高明区:88233815；服务网点地址如下：

区域 网点名称 地址

禅城

同华网点 禅城区汾江中路 150 号

南庄网点 禅城区南庄大道西 36 号

石湾网点 禅城区石湾榴苑路 4号

和平网点 禅城区工农路 11 号

同济网点 禅城区同济路 17 号

天湖网点 禅城区湖景路 8 号 2区四座首层 P2-P5

江湾网点 禅城区江湾一路 27 号

杏头网点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村民委员会田边北 5 号塘

华宝网点 禅城区古大路 4 号一座首层之一，之二，之三

汾江南网点 禅城区汾江南路 131 号 1 区五座首层 P1 号、六座首层 P19 号

南海 桂城网点 南海区桂城南桂东路 17 号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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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网点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北湖一路 9 号尚观御园南区 29-30 号商铺

世纺城网点 南海区大沥镇广佛路世贸纺织城内 A1 座 1－6 号商铺

里水网点 南海区里水东升路 7号

石肯网点 南海区桂城石（石肯）菜市路 2 号

金贯支行 南海区西樵崇南村四季广场首层 A06 号铺

顺德

支营网点 顺德区大良街道南国东路愉景花园顺成大厦办公楼一层至六层

锦湖网点 顺德区大良锦绣路 2号

文华支行 顺德区龙江镇龙江社区居民委员会文华路 1 号奥斯登堡豪庭 21-23 号商铺

银城网点 顺德区勒流镇勒流居委会银城路 21 号翠怡花园 18-21 号铺

新桂支行 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 A38 号富德居 A46、A48、A50、A52 号商铺

容桂网点 顺德区容桂桂新西路 18 号首层

东基支行 顺德区北滘镇北滘社区居民委员会东基路 115 号海畔嘉苑 6-7 号铺

恒安支行 顺德区均安镇均安居委会恒安路 24 号景汇名都 194 号商铺

三水
宝南支行 三水区西南健力宝南路 31 号

白坭支行 三水区白坭镇工业大道 191-193 号

高明

支营网点 高明区荷城沧江路 416 号首层

沧江支行 高明区沧江路 128 号

盈富支行 高明区明城镇城七路 33 号盈富馨园 1座 1 层 9-16 号



` 21

附件 4

光大银行佛山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积极响应支持佛山市“六稳”、“六保”工作，稳定居民就

业，保障基本民生，光大银行佛山分行在稳就业中就文广旅体、

餐饮行业制定了全方位、深层次金融服务支持方案，解决企业实

际金融需求。

一、文广旅体、餐饮服务方案

（一）重点支持领域

优质文广旅体、餐饮行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户

（二）准入条件及要求

1.年满 22 周岁且贷款到期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2.具有中国国籍（不含港澳台），信用良好；

3.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收入能够覆盖到期贷款本息；

4.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借款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企业合伙

人/出资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等；

5.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住房作为抵押。

（三）融资支持服务

1.授信金额：授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2.授信期限：授信额度有效期最长 10 年；单笔单批贷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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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最长 20 年；

3.担保方式：房产抵押；

4.抵押物：商品住房（含配套产权车位）、房产土地性质为

出让，建筑面积 50-300 平方米，抵押率最高 70%；

5.贷款用途：用于满足借款人生产经营所需；

6.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执行浮动利率

7.还款方式：按月等额/等本、先 1 至 36 个月还息后按月等

额/等本、按月还息按季/半年/年还本。

（四）专属服务支持

绿色通道审批：对办理上述融资产品的客户，将实施绿色审

批通道模式，贷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切实提升客户授信

审批效率。

降低客户成本：免房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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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各区光大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序号 部门/支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金融市场部 吴先生 13702544971

2 金融市场部 陈先生 13902808249

3 公司业务一部 谭小姐 18927799080

4 分行营业部 李先生 13922463355

5 禅城支行 刘先生 13925490678

6 顺德支行 胡先生 13925135757

7 大沥支行 徐先生 13902840777

8 容桂支行 李先生 13929912798

9 南庄支行 古小姐 13809817833

10 三水支行 黄先生 13923159998

11 乐从支行 关小姐 13612470178

12 里水支行 吉小姐 1800223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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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佛山农商行支持文广旅体、餐饮企业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一、支持对象

加大支持因疫情影响，无法正常经营的文广旅体、餐饮业，

着力为相关企业逐步有序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持，主要包括：

（一）餐饮业。

（二）住宿业。

（三）文化旅游事业。

（四）体育事业。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可用于①日常经营周转；②各类经营

配套设施的投入；③复工前的备货资金等。

（二）贷款额度方面：根据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测算，主要参

考正常经营时的账户留存和流入。固定投入类贷款金额可高达项

目投资 70%。

（三）贷款期限方面：贷款期限最长 5 年，政策稳定可无忧

续贷。

（四）贷款价格方面：比照当前 LPR 利率水平实施差异化利

率优惠，融资成本低。

（五）还款方式方面：按月结息，分期还本，最优可到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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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还本。

三、专属服务支持

（一）专业团队 24 小时贴心服务：超过 200 家遍布城乡各

处的营业网点，300 多人的专业服务团队，24 小时提供贴心贴身

服务。

（二）高效办理流程：充分利用本土银行的优势，实施动态

授权管理，简化审批流程，特别对办理上述融资产品的客户，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切实提升客户获贷效率。

（三）组合贷款方式：急事急办，采用组合贷款方式，快速

配置一笔支持复工的小额贷款，另再根据客户实际需求配置一笔

扶持企业全面复苏的贷款。

（四）配套金融服务：全面配套代发工资、代扣税、代扣水

电煤等业务，并提供批量业务上门服务，全力贴身贴心满足餐饮

文旅业者的金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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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市各区佛山农商银行主要对接人名单

区域 部门/支行 姓名 联系电话

禅城区 总行营业部 周先生 13927732677

禅城区 环市支行 李小姐 13929988533

禅城区 南庄支行 谭先生 13435418294

禅城区 张槎支行 陈先生 13450569930

禅城区 澜石支行 蔡先生 13509964513

禅城区 城南支行 冯先生 13928537843

禅城区 民生事业营销中心 程先生 18029238320

禅城区 泛家居行业营销中心 关小姐 13928663072

高明区 高明支行 何先生 13516577559

高明区 荷城支行 梁先生 13380251122

高明区 杨和支行 朱先生 18029238018

高明区 西安支行 朱先生 13929963096

高明区 明城支行 丘先生 15899575070

高明区 更合支行 梁先生 15217677066

三水区 三水支行 黎先生 13925405330

三水区 西南支行 冯先生 13760998663

三水区 芦苞支行 何小姐 13760962847

三水区 大塘支行 何先生 13927799949

三水区 乐平支行 聂先生 18689240280

三水区 白坭支行 李先生 13823449605

顺德区 顺德营销团队 1组 梁先生 18029238477

顺德区 顺德营销团队 2组 张先生 13318332289

顺德区 顺德营销团队 3组 黄先生 13827789289

南海区 南海营销团队 1组 吴先生 13450856047

南海区 南海营销团队 2组 梁先生 15015751475

抄送：农业银行佛山分行、建设银行佛山分行、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光

大银行佛山分行、佛山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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