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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发行攀枝花市分行信贷产品（1款）

产品名称 复工复产绿色通道

产品特色 高效办贷、优先审查、利率优惠

适用范围

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国家粮食安全、

生猪全产业链、普惠小微、重要农副产品生产供给、

“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重点战略、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农村电网建

设等绿色生态项目、重点民生领域、重点项目、民

生补短板等领域。

贴息标准 在测算的原定价基础上优惠 50BP

申报流程
申请>准入>纳入复工复产绿色通道名单>评级授信>

审批>投放

联系方式
李勇（客户业务部主管）3320824

彭鑫（客户业务部副主管）6866371

注意事项 符合条件的企业，抓紧政策窗口期尽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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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7款）

1.

产品名称 税务贷

产品特色 依据纳税信息授信

适用范围 纳税评级为 A、B、M级小微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2.

产品名称 烟草贷

产品特色 依据商户订烟数据授信

适用范围 从事烟草经营 2年以上的烟草批发零售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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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结算贷

产品特色 依据工行对公账户流水授信

适用范围 企业在工行近三年结算量较好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4.

产品名称 商户贷

产品特色 依据商户 POS单数据授信

适用范围 使用工行 POS机且流水较好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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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美食贷

产品特色 针对餐饮行业

适用范围 从事餐饮行业经营 2年（含）以上

且经营流水较好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6.

产品名称 开户贷

产品特色 开户一年即可贷，门槛低

适用范围 在我行开户一年以上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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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名称 抗疫贷

产品特色 利率低，放款快

适用范围 “五医领域”重点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工行手机银行申请-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333522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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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7款）
1.

2.

产品名称 抵押 e贷

产品特色

1.贷款额度高：贷款额度根据客户所提供的抵押物直

接核定，最高可达 1000万元。

2.贷款期限长：授信额度有效期最长可达 10年（含）。

单笔贷款期限最长可达 3年（含）。

3.资金成本低：贷款利率低至央行规定最低水平。

4.押品种类多样：可接受居住用房、办公用房、商业

用房、工业用房等多种押品作为贷款抵押。

5.智能快捷审批：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实现贷款自动

审批，业务办理方便快捷。

适用范围 生产经营正常，并能够提供抵押物的小微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上产品

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纳税 e贷

产品特色
1.贷款额度高：最高可达 300万元。

2.科技赋能，一点即贷：全流程线上运作，企业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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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链捷贷

产品特色

1.流程简便：自动审批、自动放款，简化信贷流程。

2.批量经营：“小额度、多客户、批量化”信贷服务

模式。

3.易得：数据分析，无需抵押。

4.易用：网银自动办理，异地用信。

5.自助提前还款：无需预约和申请，客户线上自助完

成。

6.自动扣款：资金流封闭管理，根据企业回款自动扣

过网银、掌银随时随地申请使用贷款。

3、税务增信，秒审秒批：依托多维度税务数据，实

现客户精准画像，在线实时反馈审批结果。

4.自动循环，随需而贷：贷款额度一次核定，循环使

用，企业可根据经营所需随借随还，省心省力省钱。

5.无需抵押，信用放款：纯信用方式发放贷款，企业

无需提供抵质押担保，办理更简单。

适用范围 在农行代缴税、纳税信用等级 A/B/M级客户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上产品

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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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降低货款挪用风险。

适用范围

优选核心企业及上下游客户集群，根据核心企业的

整体实力、经营规模、资信状况、抗风险能力、企

业 ERP系统建设情况、交易数据积累情况以及核心

企业对上下游客户控制情况等因素选择符合条件的

核心企业及上下游客户集群。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上产品

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4.

产品名称 小企业简式快速贷

产品特色

1.贷款额度大:最高可达 3000万元。

2.适用范围广:有效的抵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等农行

认可的担保形式。

3.放款快速:流程简便，信用等级评定、授信、用信

一并办理，快速放款。

适用范围
提供有效的抵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等农行认可的担

保形式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下申请、调查、审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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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5.

产品名称 个人助业贷款

产品特色

1.担保方式灵活、流程简便：可采用抵押担保、保证

担保、信用方式、抵押担保+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信用方式自动审批、自动放款，简化信贷流程。

2.借款方式灵活、期限长：可采用非循环和循环方式，

期限最长 20年。

3.还款方式灵活、根据借款期限自主选择。

4.贷款额度高：单户贷款额度最高 1500万元。借款

人与其经营实体在我行贷款额度合计最高 3000万

元。

适用范围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及其他合法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自然人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上、线下均可

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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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名称 烟商 e贷/结算 e贷

产品特色 依据商户订烟数据授信/通过我行结算工具（聚合码）

资金结算数据授信

适用范围 从事烟草经营 2年以上的烟草批发零售商户/使用我

行结算工具（聚合码）进行资金结算的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主及合法经营的其他个体经营者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上申请，线下调查，银行审批、调查-放款

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7.

产品名称 惠农 e 贷

产品特色

1.贷款额度高：最高可达 30万元。

2.放款快速:流程简便，信用等级评定、授信、用信

一并办理，快速放款。

3.自动循环，随需而贷：贷款额度一次核定，循环使

用，可根据经营所需随借随还，省心省力省钱。

4.无需抵押，信用放款：纯信用方式发放贷款，无需

提供抵质押担保，办理更简单。

适用范围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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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殖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

适度规模农业的经营主体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线上产品

联系方式 详询农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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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7款）

1.

产品名称 中银企 E贷·抵押贷

产品特色 纯线上提款 随借随还

适用范围 有抵押物，有经营资金需求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无

联系方式 3550452

注意事项 无

2.

产品名称 通讯贷

产品特色 移动/电信运营商专属、纯信用

适用范围 有资金需求的移动/电信运营商、代理商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线下申报

联系方式 3552016、3551979

注意事项 信用，无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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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税易贷

产品特色 依据纳税信息授信、线上额度、提款，随借随还

适用范围 持股 50%（含）以上股东且纳税评级为 A、B级小

微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站授权、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

请-银行线下调查-额度生效-放款

联系方式 3552016、3551979

注意事项

4.

产品名称 烟享贷

产品特色 依据中烟新商盟平台党委登记授信

适用范围 从事烟草经营 2年以上的烟草批发零售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线上审批、线上用款、随借随还

联系方式 3552016、3551979

注意事项 信用、无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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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农担贷

产品特色 涉农专属贷款

适用范围 农户、涉农企业法人、股东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银行审批、省农信担审批出具担保函、放款

联系方式 3552016、3551979

注意事项 农信担收取 0.8%的担保费

6.

产品名称 惠享贷

产品特色 按揭房屋剩余价值利用

适用范围 在中国银行有未结清住房贷款客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线下申请、审批放款

联系方式 3552016、3551979

注意事项 可信用、可抵押

7.

产品名称 个人经营性贷款



- 15 -

产品特色 最长可 5年额度，额度内随借随还、可灵活还款

适用范围 小微企业法人、持股 30%以上股东、个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线下申请、审批，线上用款

联系方式 3552016、3551979

注意事项 需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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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3款）

1.

产品名称 抵押快贷

产品特色 本金随借随还；满足条件可执行无还本续贷

适用范围 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收集资料受理-抵押价值评估-审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发放贷款（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及各网点均能受理）

联系方式 详见附表：建行各网点地址及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 仅接受住宅类押品

2.

产品名称
小微快贷（含减税云贷、账户云贷、收单云贷、质押贷、

银票质押贷等子产品）

产品特色 全线上、无纸质化操作；本金随借随还

适用范围 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线上申请（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或建行惠懂你 APP）

联系方式 详见附表：建行各网点地址及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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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个体工商户抵押快贷

产品特色 期限长、额度高、成本低、线上支用 随借随还

适用范围
拥有优质房产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和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申请—银行审批—办理抵押—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详见附表：建行各网点地址及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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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5款）

1.

产品名称 线上抵押贷

产品特色

1.盘活资产、快速估值。

2.一次抵押、长期使用。

3.随借随还、快捷省钱。

4.客户自助申请，抵押物线上预评估，线上预授信额

度，系统自动年审，手续简便。

适用范围 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手机申请—电话核实—上门核实—办理抵押—提款

联系方式 详询交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提供交行认可的满足线上评估条件的房产，抵押物

类型应为住宅（保障性住房除外）、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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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名称 快捷抵押贷

产品特色

1.盘活资产、快速估值。

2.一次抵押、长期使用。

3.随借随还、快捷省钱。

4.授信年审、手续简便。

适用范围 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到店申请—上门调查—审查审批—办理抵押—放款

联系方式 详询交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1.抵押物为住宅的，抵押率不超过其价值的 70%。

2.抵押物为办公楼或商铺的，抵押率不超过其价值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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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个人经营性贷款

产品特色 授信额度高，最高授信额度可达 1000万元。

适用范围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完全股权）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到店申请—上门调查—审查审批—办理抵押—放款

联系方式 详询交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1.抵押物为住宅的，抵押率不超过其价值的 70%。

2.抵押物为办公楼或商铺的，抵押率不超过其价值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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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名称 政采贷

产品特色

1.无抵押担保，纯信用。2.程序简便，只要有中标通

知书就能提出授信申请，要件式审批，流程快捷。

3.利率优惠，无需申办费用，利率为基准上浮

10%-20%。4.额度灵活，一次授信审批，全年循环使

用。

适用范围
已参加政府集中采购招标且已中标且能在政府公开

信息平台中查询确认的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到店申请—上门调查—审查审批—申请提款

联系方式 详询交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1.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具有履行政府采购合

同所必须的设备和服务能力；2.已参加政府集中采购

招标且已中标，能在政府公开信息平台中查询确认。

3.应在交行开立结算账户和回款专用账户。若借款人

已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合同中应约定交行回

款专用账户为唯一收款专户。4.借款企业属于生产型

的，资产负债率原则上≤70%；属于流通型的，资产

负债率原则上≤85%。5.向政府提供的货物、工程或

服务质量稳定，与政府合作历史中未产生纠纷，未

被政府采购部门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不得采用分包

或转包方式履行政府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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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普惠 E贷

产品特色

1.借款主体：企业为借款主体的线上标准化产品。

2.产品定位：围绕客户综合授信；抵押、信用、保证多

种担保方式，可根据目标客群作灵活组合。

3.申贷更易：客户申贷环节均在线操作，无需提交任何

纸质资料。通过一次申请，在线给出税务及征信授权、

抵押物信息（如有）后，系统即可自动抓取相关数据信

息进行预额度核定。

4.效率更高：客户申请完成后即可获得系统准入及预审

批结果；核实内容完全标准化操作，结果一目了然；所

有贷款均可企业网银在线提款、随借随还。

5.额度更高：通过多维数据的交叉验证，实现扩面增量。

信用额度的通过率提高，贷款额度提升。

适用范围 法人企业客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手机申请—电话核实—上门核实—办理抵押—提款

联系方式 详询交行各网点

注意事项

企业名下住房、别墅、70年产权公寓；法人、20%以上

股东名下独有的住房、别墅；法人、20%以上股东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年龄不超 70周岁的父母名下单独所有

或共有的住房、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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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邮储银行攀枝花市分行信贷产品（5款）

1.

产品名称 小微易贷

产品特色

面向符合邮储银行准入标准的小微企业，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技术，结合企业在邮储银行综合贡献度

或纳税信息、增值税发票信息，向其发放的短期网

络全自助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主要分为综合贡献度

融资模式、发票融资模式、税务融资模式。

适用范围
小微企业或者企业主在邮储银行综合贡献度较高或

者其他符合邮储银行准入条件的小微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企业及企业主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完成

身份认证后选择办理“小微易贷”业务。系统运行

审批、授信模型反馈贷款方案给用户，用户输入贷

款金额、期限并确认。申请人进行线上签约、在线

支用、还款。

联系方式 3306858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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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名称 小微易贷（信用易贷）

产品特色

该产品为“小微易贷”品牌项下“信用易贷”产品，

是邮储银行面向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发放的、单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万元、以

“小额分散、快速便利”为主要特征的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业务。

适用范围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符合邮储银

行准入条件，能够提供企业账户、代发代缴、涉税

等大数据行为信息进行有效验证的小微企业客户。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借款申请人可以通过企业网银、手机银行、微信银

行等电子渠道进行贷款申请，也可通过线下渠道申

请。通过电子渠道进行申请的，在登录电子渠道后，

按照渠道页面提示，了解和选择“信用易贷”产品，

点击申请贷款，按照提示填写贷款申请信息并进行

相应授权。

联系方式 3306858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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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工程信易贷

产品特色

工程信易贷是小微易贷（线上）项下产品，是邮储

银行面向符合准入标准的小微企业，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结合工程行业企业数据信息，向其发

放的短期网络全自助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适用范围

工程行业小微企业。企业具有工程行业资质证书或

上一年中标金额不低于 30万元，企业近三年有政府

财政、国企、事业单位公开招投标项目中标记录（含

中标合同），企业近一年不存在政府采购违法失信

行为。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企业及企业主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完成

身份认证后办理“小微易贷”业务。系统运行审批、

授信模型反馈贷款方案给用户，用户输入贷款金额、

期限并确认。申请人进行线上签约、在线支用、还

款。

联系方式 3306858

注意事项



- 26 -

4.

产品名称 税贷通

产品特色

面向邮储银行认可且连续正常纳税的中小微企业，

依据纳税数据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担保

方式为信用，最高贷款金额 300万元。

适用范围 正常经营 2年以上，纳税评级 B级以上的小微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借款人需线下提出贷款申请，邮储银行客户经理受

理后，进行现场调查并收集相关资料。

联系方式 3306858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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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小企业法人快捷贷

产品特色

无需提供财务报表及税费缴纳凭证等资料，在落实

有效的抵（质）押、保证担保等担保方式后，直接

进行授信的标准化循环信贷产品。时限短，放款快，

可实现线上自助支用。

适用范围
企业正常经营 6个月以上，在邮储银行评级 BBB级

及以上的小型、微型企业。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贷款申请，也可通过网银、手

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电子渠道进行贷款申请。

联系方式 3306858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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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川银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5款）

1.

产品名称 房易贷

产品特色

1.抵押率可达 8成，年利率低至 4%

2.贷款额度可达 500万元；

3.贷款期限长达 3年；

4.还款灵活，可选择随借随还。

适用范围 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主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办理担保手续→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四川银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皆可申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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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名称 政采贷

产品特色

1.贷款额度可达 500万元

2.贷款期限长达 3年；

3.无需提供财产抵押及第三方保证担保；

适用范围 小型、微型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四川银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皆可申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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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保融通

产品特色

1.年利率低至 4.75%；

2.贷款额度可达 500万元；

3.贷款期限长达 10年；

4.担保方式多样：抵押、质押、保证

5.还款方式多样，一年（含）以内可随借随还。

适用范围
普惠型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实际控制人）、个

体工商户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办理担保手续→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四川银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皆可申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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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名称 惠农贷

产品特色

1.年利率低至 4.35%；

2.贷款额度可达 100万元；

3.贷款期限长达 3年；

4.免抵押，由省农担提供保证担保；

5.还款方式灵活：按月付息，灵活还本。

适用范围 从事农业及相关配套行业的小微企业主或农户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办理担保手续→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四川银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皆可申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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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税金贷

产品特色

1.年利率低至 5.5%；

2.贷款额度可达 300万元；

3.贷款期限长达 1年；

4.信用贷款，无需抵押担保；

5.还款灵活，可选择随借随还；

6.用途多样，满足多种合法的经营用途需求。

适用范围 税务机关评定的 A级或 B级小微纳税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四川银行营业网点、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皆可申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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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攀枝花农商银行信贷产品（9款）

1.

产品名称 税金贷

产品特色 信用贷款额度高，最高 300万元；业务流程快；还

款方式灵活

适用范围 攀枝花市辖内诚信纳税的中小微企业及企业主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提交申请、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2.

产品名称 小企业信用贷

产品特色 额度高；期限长；贷款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

针对中小微企业，通用性强

适用范围 中小微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提交申请、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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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名称 政采通

产品特色 无需抵押；用途特定；限时办结（7个工作日完成审

批）；还款方式灵活

适用范围 政府采购供应商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提交申请、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4.

产品名称 医供通

产品特色 额度高；无需抵押；产品专属；限时办结（7个工作

日完成审批）；还款方式灵活

适用范围 医院供应商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提交申请、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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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农担贷

产品特色 无需抵押；期限长；对象特定

适用范围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

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

等适度规模农业的经营主体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提交申请、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6.

产品名称 惠农果蔬贷

产品特色 充分适应蔬果种植周期中各项生产经营实际资金需

求，并由省农担公司提供强力担保支撑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

适用范围 从事水果和蔬菜种植的种植户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提交申请、贷前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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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名称 园保贷

产品特色 享受在贷款优惠利率、对象专属、可只提供 50%抵

押担保

适用范围 格里坪、高梁坪、钒钛产业园、白马工业园企业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办理担保手续→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8.

产品名称 蜀信 E贷

产品特色 纯信用；纯线上；最高 20万；最长 5年

适用范围 消费类个人客户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办理担保手续→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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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名称 农 E贷

产品特色 纯信用；纯线上；最高 10万；最长 3年

适用范围 农户

贴息标准

申报流程 借款人提出业务申请→银行调查、核查→业务审批

→签订合同→办理担保手续→贷款发放

联系方式 57111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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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府银行攀枝花分行信贷产品（6款）

1.

产品名称 天府银税通

产品特色

1.无须提供资产抵（质）押担保，贷款手续简单快捷；

2.实现“银税互动”，数据共享，有效解决小微企业

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获

得性，降低融资成本。

适用范围

1.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与信贷政

策，且按时足额纳税的小微企业；

2.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合

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有限责

任公司的最大股东、法人组织。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提交申请—受理客户申请—向符合条件的客户

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3608717、3608718、888873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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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名称 天府商超贷

产品特色 线上申请、无需抵押，手续简单快捷

适用范围

合法正常经营烟酒商店、超市、便利店、食杂店等

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有贷款需求的个体工商户、小

微企业主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提交申请—受理客户申请—向符合条件的客户

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3608717、3608718、8888736

注意事项

3.

产品名称 天府惠家贷

产品特色
线上申请、在线评估、一次抵押长期授信、额度循

环使用。

适用范围
合法经营及创业有贷款需求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

业主、自然人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提交申请—受理客户申请—向符合条件的客户

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3608717、3608718、888873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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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名称 熊猫易贷

产品特色 信用贷款、无须提供抵押物

适用范围

1.在职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人

员。

2.学校、医院、世界 500强企业、上市公司(ST和 PT

除外)国企等优质单位正式员工；银行、证券、基金、

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金融持牌机构(民营类担保

公司、典当行、小货公司除外)正式员工；电信、电

力、石油、石化等垄断性行业正式员工；律师、注

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精算师、特许金融分析师、

民航飞行员、建造师等专业技术持证人员。

3.其他行业或职业公积金缴存记录正常且稳定的个

人客户。

4.天府银行的存量代发工资客户、住房按揭贷款客

户、金融资产客户。

5.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等。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提交申请—受理客户申请—向符合条件的客户

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3608717、3608718、888873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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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名称 政采贷

产品特色

1.绿色通道、专人审批，贷款手续简单快捷。

2.实现政府采购平台数据共享，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中信息不对称，促进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得性。

3.政策支撑、利率优惠，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适用范围 已中标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提交申请—受理客户申请—向符合条件的客户

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3608717、3608718、888873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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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名称 熊猫支小贷

产品特色 直接执行人行支小再贷款利率

适用范围

1.小微企业经营年限在 2年(含)以上，个人年龄在 22

岁(含)以上且与贷款期限之和不得超过 65岁。

2.主营业务突出，管理规范，可支配的现金净流量足

以支持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3.信用记录良好，无不良贷款记录。

4.未涉及重大诉讼和仲裁案件，不影响天府银行信贷

资产安全。

5.小微企业同时应不属于以下范畴:被纳入法院、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银行认定的失信名单

且在有效期内。

贴息标准 无

申报流程
客户提交申请—受理客户申请—向符合条件的客户

发放贷款

联系方式 3608717、3608718、888873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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