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山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佛 山 市 金 融 工 作 局

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关于金融支持佛山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通知

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金融工作局（办），各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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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办〔2020〕

7 号）精神，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加大就业创

业扶持力度，促进我市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成功创业。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市金融工作局联同建设银行佛山分行、中国银

行佛山分行、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佛山农商行共同研究，本着“崇

军专享，服务优先”的原则，整合标准化服务流程，建立优先优

惠优质的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供退役军人个人和企业选择。鼓励市内其他金融机构推

出更多更优质服务方案，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多选择。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金融综合服务方案融合各级政府、监管部

主动公开 佛退役军人函〔2020〕45 号

特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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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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服务优化和产品创新，贴近退役军人个人和企业金融需求。相

关金融机构将根据优先优惠的原则，主动对接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复工复产经营需求，从及时帮助项目排忧解难的角度，提供优质

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建议各区广泛宣传推广，推动退役军人与

各相关金融机构对接洽谈，加大服务指导力度，积极帮助退役军

人解决融资等问题，全力保障我市企业复工复产，落实“六稳”

“六保”工作。

附件：1.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金融服务

方案

2.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金融服务

方案

3.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金融服务

方案

4.佛山农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金融服务方案

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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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金融服务方案

一、支持领域

重点支持全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一）退役军人个人金融服务方面。

1.各网点设置退役军人优先窗口，优先办理业务。

2.对退役军人开设拥军银行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小额

账户管理费、余额变动通知服务费、在自助设备或手机银行跨行

人民币转账手续费、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同行异地 ATM 取现

手续费、存款手续费等 7 类费用。

3.通过个人客户经理云工作室为退役军人开办企业提供“一

对一”远程服务。

4.帮助退役军人安家，提供红色按揭贷款，优先审批、优先

放款。基于退役军人的住宅装修、购车、购物、旅游等大宗消费

需求，建行提供优惠费率的消费贷业务。月费率最低至 0.2５%/

期（优质客户），10 万元月手续费最低仅 250 元。最高可申请

100 万，最长 60 期（5 年），提前还款 0 违约金。

5.提供退役军人购车直贷式消费分期，最高可申请 80 万，

最长可贷 5 年（60 期），利率低至 7.5 折（0.28%/月）。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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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定制专属方案，提供一站式购车平台,还有专业导购团

队一对一服务，申请资料简单快捷，一张身份证也可贷，速度快，

最快 T+0 出审批结果，T+3 放款，省钱省时又省心！

6.军转 E 贷：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提供专属便捷的线上信用

贷款，已是建行客户的优先办理，秒批秒贷。

7.商城平台服务：对急需转型线上销售的退役军人开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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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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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开设退役军人班，联合建行优质企业客户或优质讲师为退

役军人提供专属就业指导、理财、生活课程等培训，并向优质企

业客户推介退役军人就业。建立退役军人创业服务站，通过建行

“裕农通”为退役军人提供金融服务，支持退役军人创业新模式。

（二）退役军人企业金融服务。

1.军功创业贷：支持退役军人开办的结算在建行的微小型企

业，以企业在建行账户贷方结算流水量数据为基础，授信不超过

10 万元的信用贷款，并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专属信贷服务，执

行最优贷款利率。

2.军功云税贷：支持退役军人开办的中小型企业，以国税纳

税信用及每年纳税额，授信不超过 300 万元的信用贷款。提供线

上线下一体化专属信贷服务，执行最优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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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功助业贷：支持退役军人开办的中小型企业，以名下的

房产为抵押，授信不超过 1500 万元的抵押快贷，提供线上线下

一体化专属信贷服务，执行最优贷款利率。

4.军功交易贷：支持退役军人开办的中小型企业，以持有的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为质押，授信不超过 3000 万元、利率低至年

化 2.0%的交易快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专属信贷服务，执行

最优贷款利率。

5.企业云工作室：为退役军人开办的中小型企业免费提供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并提供网上对公业务支持服务。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可用于：①日常购买原材料；②复工

复产所需日常经营周转。

(二）贷款金额方面：流动资金需求根据项目单位实际经营

缺口测算，在参考企业还款来源与提供抵质物价值情况给予授信

金额 10 万元-3000 万元。

(三）贷款期限方面：贷款期限最长 3 年，视项目实际需求

及用途明确。

(四）贷款价格方面：比照同档期 LPR 实施差异化优惠利率

政策，给予最优利率。

(五）还款方式方面：贷款结息方式可按月或按季结息，偿

还本金方式按项目情况协商确定（包括不限于随借随还、分期还

款、按揭还款、到期一次性还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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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属服务支持

佛山建行拟给予退役军人专项融资额度，用于在建行办理上

述融资产品的退役军人个人或企业客户支用贷款，对退役军人开

办的企业提供绿色服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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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抵押类贷款承诺 3 天放款，对企业急迫需求特事特办最快 1 天

放款；对信用类贷款，通过线上渠道在线申贷、秒申秒贷。

升级“民工惠”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代发工资、在线

培训、在线技能认证、在线找工等服务，畅通用工信息供需对接

机制；建立企业复工复产帮扶机制，升级网络供应链线上服务，

通过建行供应链金融平台协助找订单，为企业提供账期延长、简

化核心企业准入、减免业务费用等差别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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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佛山市各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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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委办 甄振宇 13928645354

2 分行营业部 李远辉 13923262945

3 禅城中心区域支行 廖坚豪 13425704755

4 汾江区域支行 林国荣 13929195252

5 祖庙区域支行 刘思远 13902426619

6 南海区域支行 冯智忠 13703066566

7 西樵区域支行 冯显森 13709660391

8 大沥区域支行 李军 13702908555

9 狮山区域支行 梁嘉毅 13827777441

10 罗村区域支行 劳肖萍 13927757211

11 三水区域支行 严道远 13702344789

12 高明区域支行 许德荣 13923224868

13 大良区域支行 李嘉明 13923131319

14 容奇区域支行 梁国尧 13702822211

15 北滘区域支行 谢伟超 18022229119

16 乐从区域支行 陈耀辉 13927274164

17 龙江区域支行 罗沛明 1382551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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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金融服务方案

一、服务对象

退役军人及退役军人创业单位。

二、专属金融服务介绍

（一）退役军人专属标识

对在我行办理金融业务的退役军人进行身份识别和打标，在

后续金融服务时能够全方位体现退役军人身份，通过各种渠道均

能提供专属金融服务。同时，针对我行识别打标的退役军人信息，

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信息沟通反馈，提供数据参考。

（二）丰富退役军人专属产品

一是推出退役军人金融服务相关优惠举措，针对退役军人，

实行金融服务优惠举措，制定减免金融服务手续费、业务费用相

关规定，发行有特色的信用卡、借记卡产品等，提升退役军人荣

誉感；二是推出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产品，在条件允许地区与地方

相关政府部门合作，提供经营用途贷款资金，支持退役军人创业、

就业，并采用财政贴息等方式降低客户的融资成本；三是提供多

项专属保险产品，针对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待就业等不同情况，

设计提供包括重大疾病、通勤差旅、意外医疗等多种专属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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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相关费用，提供 VIP 客户理赔服务绿色通道；四是发行退役

军人专属理财，针对打标的退役军人客户，常态化发行安全性较

强、收益较高的专属理财产品，让退役军人切实得到实惠。

（三）退役军人手机银行专区

研发退役军人手机银行专区，对已打标退役军人身份的我行

个人客户，登录手机银行即可展现退役军人专属页面和服务。

三、其他服务介绍

（一）“公益中国”退役军人服务平台

“公益中国”平台是中国银行融合公益理念、市场力量、政

府支持、金融服务、区块链技术开发的互联网公益共享平台。我

们将结合退役军人创业单位以及广大退役军人军属的特点和需

要，积极发挥“公益中国”平台优势，以拥军优属、提升军人荣

誉感和助力退役军人事业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定制开展创业帮扶、

组织项目众筹、设立专项基金等专属服务方式，为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提供多方面支持，为退役军人工作生活提供相关保障。

（二）退伍军人党建共建活动

中国银行将定期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展各种党建共建活

动、举办退伍军人创业金融服务专场，为了让退伍军人更快融入

社会，了解国家扶持政策，熟知就业贷款的申办流程，重新走上

创业就业之路，同时，我行将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合作,通过举

行金融知识讲座、印制个人金融理财宣传单张等多种渠道进行宣

传，推行创业指导、金融扶持、小额个人贷款、跟踪扶持等“一

条龙”服务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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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由双方领导班子牵头组织，通过党建共建形式组织召开

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慰问座谈会，对退役军人、军属进行节

日慰问，并邀请优秀转业军人代表到我行进行红色革命教育讲座，

发扬优良拥军传统。

（三）配套服务

快捷迅速地为退役军人创业单位提供专属的代发薪服务，并

为退役军人创业单位个人客户免费开通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等服务，为退役军人创业单位中高层管理者免费开立贵宾

卡，提供专门理财经理“一对一”的服务，享受 VIP 绿色通道、

汇款手续费减免、贷款利率优惠、出国金融“一站式”等多重增

值服务，对股东及高管个人提供创业担保贷款金融服务产品，全

力解决个人金融服务需求。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联系人：吴曼玲 0757-8268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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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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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主要相关

如下：

一、退役军人专窗服务：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在全市 103 个营

业网点均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客户开通

绿色通道，并提供 95580 电话服务。

二、退役军人专属服务卡：邮储银行已发行退役军人服务卡，

以军旗的“红、黄”两色为主要元素，体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志、退伍不褪色”的精神。退役军人服务卡免收卡工本费、年费、

小额账户管理费、挂失手续费、账户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

免电子银行认证工具工本费，免收跨行转账手续费、跨行 ATM 取

现手续费。

三、悦享分期信用卡：悦享分期卡是邮储银行推出的一款特

色分期付款业务，产品有效期为 5 年，分期最长可申请 60 期。

分期还款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在购车、家装、教育、婚庆、旅游

等大额消费需求，分期费率按照 0.5%每期执行（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分期支用，执行 6 折费率，即 0.3%每期执行），具有

授信额度高、期限长、手续费便宜三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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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享财富管理：邮储银行佛山分行针对退役军人定期滚

动推出专享理财产品和存取灵活的专项存款产品，产品优于同期

同档次同类型产品，主要突出退役军人专属特色，具有收益稳健、

风险低、门槛低等优惠。择优为退役军人军属推荐优质基金产品、

保险产品等，为优抚对象提供专业财富管理服务。

五、优军消费信贷:基于退役军人的住宅装修、购车、购物、

旅游等大宗消费需求，邮储银行佛山分行提供优惠费率的消费贷

业务。月费率最低至 0.23%/期（优质客户），10 万元月手续费

最低仅 227 元。最高可申请 100 万，最长 60 期（5 年），提前

还款 0 违约金。

六、退役转业创业贷：针对佛山市退役军人，在佛山范围内

经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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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提供基金担保和提供全额利息补贴，在申请过程中优先

办理和审批，解决退役军人创业过程中“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七、信贷快速通道服务：对退役军人开办的企业提供快速通

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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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急迫需求特事

特办最快 1 天放款；对信用类贷款，通过线上渠道在线申贷、秒

申秒贷。

八、特约个性化金融服务：佛山退役军人可直接联系邮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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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区支行（禅城区 83031393，南海区 86233828，顺德区

22685092，三水区 87802618，高明区 88233815），提出服务预

约、专项融资需求和产品意向，邮储银行佛山分行将及时响应，

并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提供绿色通应急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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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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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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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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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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佛山农商行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金融服务方案

一、支持对象

着力支持个人创业和小微企业扩大就业,对退役军人在内的

十类对象进行重点扶持，实行更快更优响应，更灵活放宽准入。

重点扶持对象主要包括：

（一）退役军人。

（二）登记失业人员。

（三）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

（四）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技工院校毕业生。

（五）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七）农民。

（八）返乡创业农民工。

（九）网络商户。

（十）刑满释放人员。

二、主要贷款要素

（一）贷款用途方面：满足客户在经营过程中的全方位资金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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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额度方面：根据账户流入及自有创业投入资金核

定额度，个人贷款最高额度为 30 万元（含），企业贷款最高额

度为 500 万元（含）。

（三）贷款期限方面：单笔贷款最长期限 3 年，无忧续贷最

多可达 3 次。

（四）贷款价格方面：固定特惠利率，担保基金按 LPR 的

50%给予贴息，融资成本低。

（五）还款方式方面：按月结息，按季还本，一年期最长可

到期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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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贴息申报流程 ：指定专人每季度收集贴息申请

资料，报送至相关部门，贴息款项拨付至我行后，5 个工作日内

全额发放至借款人账户，全程无需借款人忧心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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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贴身贴心满足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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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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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设银行佛山分行、中国银行佛山分行、

邮储银行佛山分行、佛山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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