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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推
企业发展，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居民消费，
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决定在
全省范围实施惠民暖企健康消费，现就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实施范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惠
民暖企健康消费，重点面向商贸流通、餐饮
住宿、汽车消费、成品油销售以及旅游文化
体育等受疫情影响较大领域的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本省居民及省外来青人员，注册
并使用“信用健康码”均可参与健康消费各
类活动，享受省内 1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
发的优惠产品服务。全省工会会员参与本
级工会组织的促消费活动。

二、主要内容。全省筹集 5 亿元资金
额度用于为市场主体贷款让利减息、为消
费者让利优惠。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统筹金
融资源、挖掘潜力，筹集 3 亿元资金，根据
各自特色优势和客户群开发投放金融产
品，用于为中小微企业贷款让利和消费者
让利优惠。从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在全省批发零售、百货、超市、餐饮、住
宿、文旅、公交、加油站等主要民生消费场

景，持续开展惠民暖企健康消费活动。在
“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端午
节、教师节、中秋节等重点节日和时段，适
时推出系列优惠促消费活动，并在媒体和
各自的营销平台公布。各级工会筹集工会
会员福利费 2 亿元，以消费券形式发放给
工会会员，在各级工会组织确定的商家进
行消费。

三、全面推行“信用健康码”。在全省
各级各类商贸综合体、超市商场、餐饮门
店、文娱场所、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全覆
盖、无盲区张贴使用“信用健康码”，严格
落实进店人员“扫码登记——亮绿色码通
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鼓励
和引导消费者通过扫描“信用健康码”进入
商家选择消费类别，支付款项时享受消费
优惠。强化信用激励约束，对信用好的消
费者给予优惠和激励，对列入失信惩戒名
单的，限制申领优惠券和优惠消费。

四、强化暖企融资支持。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
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通过提升首贷、信用
贷及无还本续贷比例，扩大各类信贷产品

投放，并采取合理延期还款、降低贷款利
率、减免手续费等多种措施，加大对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帮扶力度，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正常经营、达产达
效，促进就业稳定，保障劳动者收入，提高
消费能力。

五、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根据贷款基础利率定价机制合理确
定贷款利率，打破贷款利率隐形下限，确保
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较上年明显
下降。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新发放
贷款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同期各行企业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

六、实施惠民消费。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通过采取个人消费贷款让利、支付优惠
让利、消费手续费减免、差异化延期还款等
措施，强化对住房、购车、装修、文娱及增
收创业等消费信贷支持，提升居民消费能
力。享受金融让利的各领域商家，通过叠
加满减、折扣等优惠进一步让利消费者，积
极扩大惠民消费。

七、开展工会会员健康消费。省总工
会组织开展工会福利惠民健康消费活动，

各级工会组织在本级工会经费中，一次性
将全年工会福利费以消费券形式发放给工
会会员，鼓励职工健康消费。

八、支持创业增收。全面落实“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支持疫
情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模式。加大创业信贷扶
持力度，全力落实促就业政策稳就业，优化
公共就业服务促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保
就业，促进劳动者增加收入、拉动消费。

九、落实差别化监管政策。采取差异
化监管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
投入，金融监管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和消
费贷款业务给予适当的容错、纠错和免责，
提高对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
度，建立敢贷、愿贷、能贷工作机制。强化
信用保护监管。充分发挥“信用中国（青
海）”平台网站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作用，严厉打击借机哄抬物价等违法失
信行为，曝光典型案件，实施信用联合惩
戒。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0年4月26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通告
（第22号）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政
府发出第 22 号通告，决定在全省实施“惠
民暖企健康消费”。省复工复产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就此次活动的目的、原则、主
要内容以及具体活动方案等回答了本报记
者的提问。

问：举办此次“惠民暖企健康消费”的
目的、原则、实施时间、范围是怎样的？

答：为了进一步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缓解疫情冲击，既充裕经营资金
又让利于群众，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
费，促进就业和经济全面回暖，青海省政府
在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银联青海分公
司、省内 17家商业银行、5家村镇银行和各
级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开展青海省惠民暖
企健康消费。依托青海“信用健康码”，充
分发挥省内各金融机构、工会组织的积极
作用，通过投放各类信贷产品和消费券，为
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企业及汽车、油品、旅
游、文体等领域消费者提供优惠让利，推动
实施惠民暖企和信用健康消费，实现群众
得健康实惠、企业得信用帮扶，有效扩大内
需，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活动秉承“防控和发展统筹、惠民和暖
企结合、便利和实惠兼顾、信用和消费提
升、就业和创业并举”的原则，将于 2020年
5月 1日至 10月 15日在全省实施。活动范
围重点面向商贸流通、餐饮住宿、汽车消
费、成品油销售以及旅游文化体育等受疫
情影响较大领域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本
省居民及省外来青人员，注册并使用“信用
健康码”均可参与健康消费各类活动。全
省工会会员参与工会福利活动。

问：此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资金额度是多少？

答：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扫描“信用健康码”进店消费享

优惠。消费者进入各类商贸餐饮场所须先
通过微信扫描“信用健康码”，显示“绿色
码”即可进入商家选择优惠让利产品进行
消费，支付消费款项时，使用“云闪付”、手
机银行 APP 或人民网平台及应用，通过绑
定的银行卡结算，即可享受各类相应消费
优惠。

第二，强化信用消费激励约束。对“最
美逆行者”、列入信用“红名单”消费者，由
商家和银行通过定向推送消费券、消费折
扣、提高优惠比例等措施激励；不配合扫码
或健康信息不合格的消费者，不允许进店
消费；对列入失信惩戒名单者，限制优惠消
费。

第三，支持金融机构让利优惠。优先
支持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支持消费扩容的
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债、同业存
单、大额存单等金融产品，多渠道拓宽资金

来源，提高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结合各
自特色优势和客户群，加大信贷投放规模，
降低贷款利率，开发各类促进消费的金融
产品，实行支付优惠，让利消费者。

第四，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各金
融机构要以批发零售、商贸流通和餐饮住
宿等消费领域小微企业为重点，着力提升
首贷、信用贷及无还本续贷比例，首次获得
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发放量、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笔数要高于
上季度和去年同期水平。

第五，加强对困难企业的融资。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物流运输、文化旅游、农业
养殖等行业，以及个体经营户，各金融机构
要采取延期还款、分期还款、展期、无还本
续贷以及减免逾期利息、减免罚息和免收
违约金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生
产经营。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不随意
下调企业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新发放贷
款利率要低于各行同期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

第六，完善消费支付环境。金融机构
要优化结算账户服务，综合运用科技手段
为企业提供开户、变更和销户便利，改进信
用卡服务。实施消费手续费优惠、消费透
支利率优惠、差异化延期还款等措施，构建

“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让利消费者。
大力推动“云闪付”APP等移动支付在乡村
旅游、农村电子商务、农副产品销售等方面
应用。

第七，支持居民消费信贷。各金融机
构要积极开展信用卡、信用贷、消费贷、循
环贷等业务，开发适合线上消费、体验消费
的信贷产品，为城乡居民住房、汽车、装
修、文娱等消费提供多层次、广覆盖的信贷
支持。积极鼓励推广“农牧民安家贷”等创
新产品，满足农牧民进城生活购房需求。

第八，支持农牧民增收创业。各金融
机构要支持种植养殖业发展，扩大农牧民
增收。全面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系
列政策措施，优化创业就业服务，简化担保
贷款流程，强化金融信贷支持，促进各类群
体就业创业，推动消费能力提升。

资金方面，惠民暖企健康消费优惠资
金总量 5 亿元。其中：全省各金融机构采
取多种措施统筹金融资源，挖潜整合 3 亿
元资金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让利和消费者
优惠。各级工会组织筹集工会福利费 2亿
元，由省总工会出台政策，指导各级工会组
织在本单位管理的工会经费中，一次性将
全年工会福利费以消费券形式发放给工会
会员，会员按要求参与消费。

问：具体的活动方案是怎样的？
答：省政府第 22 号通告明确了，有中

国银联青海分公司和省内 17 家银行业金

融机构参与此次“惠民暖企健康消费”活
动。目前，又有省内 5 家村镇银行积极参
与进来。另外，省总工会也踊跃参与活动。

（一）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
计划累计让利 2000 万元，着力助商惠

民、打造优良的移动支付服务环境。发挥
银联云闪付持续助力复工复产作用，加大
优惠政策执行力度，联合省内各银行集中
力量和资源在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
业及商户开展以云闪付APP实现助商惠民
活动，形成共抗疫情、促进消费、恢复市
场、拉动经济的坚强力量，维护全省社会经
济稳定发展大局，挖掘城镇居民消费潜力，
并通过助商惠民直接让利，促进消费经济
复苏。计划通过铺底性让利优惠、节点性
让利优惠、拓展性让利优惠和宣传类助商
惠民，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经济。首
期，已投入 450 万元针对百货、商超、小微
商户、公交等开展助商惠民让利优惠；5月
1日起，陆续投入 800万元在百货、商超、餐
饮、文旅、公交、加油等场景，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消费优惠券，让各族人民群众享
受云闪付移动支付优惠，不断丰富助商惠
民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中国银联青海
分公司将继续充分发挥银联平台优势，通
过云闪付APP最大限度实现便民服务。

（二）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累计让利 2560 万元。通过信贷

投放减费，为公司客户、小微企业、餐饮行
业、文旅行业等板块提供融资支持 50 亿
元，投放消费类及助业类贷款 4.2 亿元，开
展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利率优惠、普惠金额
贷款利率优惠、购车分期超低手续费活动，
为小微商户减免聚合收款手续费，免费赠
送播报设备，综合让利 2050万元。计划投
入 510万元专项费用，通过民生、消费等领
域的全渠道、阶段性促销方式，借助银行卡
客户辐射，不断丰富市场营销活动内容。

（三）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累计让利 3100 万元。其中，支付

优惠类活动让利 1000 万元，针对商超、百
货、餐饮、电子通讯及洗车等领域，覆盖
300 家门店，开展农行信用卡满减优惠活
动和掌银线上优惠活动。贷款利率计划让
利 1750 万元，对公司类客户、普惠型小微
法人客户、个人客户及县域“三农”客户实
行贷款最低优惠利率。手续费减免计划让
利 350 万元，开展农行信用卡汽车分期业
务手续费让利活动，执行最低优惠利率。

（四）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2028万元。加大信贷规

模，为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普惠客户提供贷
款优惠利率，同时为缓解个体工商户、小微
企业主等客户资金压力，推出“复工贷”产
品，实现综合降息让利 442万元。分阶段推

出卡户分期限时优惠和优客专项分期费率
优惠活动，实现减费让利 1388万元。计划
投入 198万元开展线上线下多渠道优惠活
动，线下针对加油、商超、餐饮、交通等消费
场景开展满减活动；线上设立“中行嗨购七
天乐”活动专区和“青嗨购”权益商城。

（五）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累计让利 1500 万元。开展“智慧

加油 悦享油惠”“龙支付洗车随机满减”
“善融商城线下满立减”“公交乘车优惠”
“惠点单商户满减”“龙卡信用卡满立减”
“龙卡信用卡分期欢乐购”等多种形式的促
销费优惠活动。通过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实
施优惠利率和信贷投放减费让利等手段，
加大支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卫生防疫、医
药产品制造及采购等企业，以及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等行业的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六）青海银行
计划综合让利 2000 万元。通过信贷

投放减费让利，为符合小微授信业务准入
条件的餐饮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
企业主发放用于复工复产及生产经营的流
动资金贷款 10亿元，采用贷款贴息方式进
行让利。计划投入不低于 2000 万元利息
收入作为专项费用资金，开展餐饮行业优
惠活动，以及信用卡消费活动、财富类等活
动，不断丰富市场营销活动内容，充分发挥
移动金融平台及聚合支付业务优势，通过
扫码收单方式，开展便民服务。

（七）青海省农商银行（农信社）系统
计划综合让利 3000 万元。通过降低

利率、减少手续费等方式投放支农支小、小
微企业贷款 68亿元，用于复工复产融资需
求，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普惠性资金支持，
主要针对餐饮、百货、文娱等行业利用网络
促销新业态，通过借记卡个人客户辐射拉
动消费。通过聚合支付满减等方式，提供
多渠道、多方式惠民活动。

（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2000 万元，通过贷款让

利、手续费减免、支付优惠等多种措施，推
动企业发展、带动居民消费、助推经济回
暖。推出邮储 1分钱停车、购物享优惠、邮
储“1 元购”、9 元洗车、6 元观影、5 折乘公
交、加油满减等系列活动带动居民消费；推
进贷款让利，加速信贷投放。个人信用消
费贷款优惠利率，年利率按照每月公布
LPR浮动执行。普惠金融贷款利率优惠补
贴，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低至 4.05%；对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采取相同的优惠标准，最
低可达到 LPR下浮 10%。年底前在全省范
围内实施小微商户邮惠付二维码收款手续
费补贴实现零费率。 （下转A04版）

群众得健康实惠 企业得信用帮扶
——省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惠民暖企健康消费”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解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