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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理财

摆地摊也能贷到款

小额信贷好借好还，邮储银行金融创新缓解小额信贷饥渴

小额贷款是指邮储向单

一借款人发放的金额较小的

贷款，有农户小额贷款和商户

小额贷款。

贷款条件

申请农户贷款，需要满足

以下条件：

1 、 身 体 健 康 ， 具 备 劳

动生产经营能力、 能恪守

信用的农户或农村个体经

营户；

2、 从事农业相关经营活

动，拥有稳定经营场所的城镇

个人。

3、申请人必须已婚。

申请商户贷款，需要满足

以下条件：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登记并有固定的生产经营

场所，经营状况良好、能恪守

信用的各类私营企业主、个

体工商户和城镇个体经营者

等。

贷款额度

农户贷款最高5万元，商

户贷款最高10万元。单笔贷款

最低限额为1000元， 以100元

为浮动单位。

贷款期限

1个月至12个月， 以月为

单位； 可以根据生产经营周

期、还款能力等情况自主选择

贷款期限。

贷款利率

具体利率水平以当地邮

储银行的规定为准。

贷款担保

您可选择采用自然人保

证或联保的形式；

保证贷款需要 1-2名具

备代偿能力的自然人提供保

证；

农户联保贷款需要3-5

名农户，商户联保贷款需要

3名商户共同组成 联 保小

组。

办理渠道

您可在当地提供小额贷

款服务的邮储银行办理或登

录网上银行在线申请。

办理时限

最快3个工作日出具审批

意见，详情请咨询当地邮储分

支机构。

申请材料

申请小额贷款需要的材

料：

1.小额贷款申请表；

2.有效身份证件；

3 . 您在当地常住户口

簿或居住满一年的证明材

料；

4.办理贷款所需的其他材

料；

5.结婚证或者婚姻证明。

申请商户贷款还需要提

供：

1.经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

原件及复印件；从事特许经营

的，还应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的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

件；

2.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

赁合同。

支

招

如何获得小额贷款

天下无“霜” “钻”永流传

3C全品类暑促启幕

随着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

揭晓， 准大学生们已经开始张罗

着为自己的暑假出游采购数码装

备。笔者从通程电器了解到，这个

周末， 通程电器也将顺势启动主

题为“清凉‘价’期，感‘冻’全城”

的大型暑促活动。

2009 年 ， 随 着 Portégé

M900、Satellite�L510以及Satel-

lite�M500等主流产品的大力跟进，

东芝笔记本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增长

极其迅速。2010年，东芝电脑再度发

威。在东芝电脑25周年来临之际，东

芝不仅发布了两款属于25周年的纪

念机型， 更是将主流且被用户广泛

接受的Satellite�M600系列产品进

行升级更新，推出了M600-01B（魅

瞳黑）与M600-02S（霜钻银）两款

极具吸引力的产品， 一方面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另一方面为销

量进一步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在这两款产品中， 东芝Satellite�

M600霜钻银则无疑有着文章开始

那三段话所表现出来的气势。

东芝Satellite�M600系列选

用当今最潮最In的质感磨砂与光

滑边沿工艺， 霜钻银时尚的配色

结合米兰纹设计， 时刻耀动灵感

光芒。 全新轻巧悬浮式键盘设计

不仅在外观上令人赏心悦目，特

别加宽两键间距离， 为双手带来

更舒适的键入体验 。14.0英寸

LED�背光高清炫彩屏，无论在室

内还是室外均可获得如水晶般的

悦人影像。

硬件配置方面，东芝Satellite�

M600霜钻银更是“天下无‘霜’”。

它采用酷睿i5-520M双核处理器，

4GB双通道DDR3内存、500GB硬

盘、吸入式DVD�SuperMulti双层

刻录光驱， 配合东芝Flash�Label

（光盘炫刻）技术，可在盘面上印刻

精美的标志或图案；采用1GB显存

的NVIDIA�GeForce�GT�330M独

立显卡，同时可以切换到集成显卡；

采用Broadcom�802.11bgn无线网

卡、1Gbps以太网卡； 具备生物指

纹识别器， 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

头，三维硬盘保护。此外，这款笔记

本还拥有USB睡眠充电、MP3睡眠

播放。

考虑到学生群体的消费水平，

通程电器还将开展一系列的优惠

促销活动，如凭学生证等购物享受

双重实惠，购物送超值大礼。

经济信息

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GTZ） 合作的小额贷款和

零售银行业务项目获得

“GTZ国际合作项目最高成

就奖”。 这标志着邮储银行

在中国推动小额信贷发展、

服务“三农”所取得的成果

获得高规格的国际性认可。

那么邮储银行的小额

信贷业务在湖南开展得如

何，对湖湘经济产生了怎样

得促进？

■记者 李庆钢

走进柳青的店铺，一股浓

郁、沁人的迷人香气缠绕在身

边， 再配上数百面或精致、或

富丽的镜子，无疑让人得出一

个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吸引女

性的精品小店。对于这样一家

小店，柳青，眼前这位戴着眼

镜的80后，有着掩饰不住的得

意和欢喜，“我的货绝对是长

沙市内最独特的。”

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就

在三年前， 柳青还是一个跑江

湖的，“我靠摆地摊起家。 别小

看摆地摊， 一个月能赚一万

块。”但因地摊受制于天气和政

策，柳青决心进大商场开店。

刚刚进入商场的时候，因

为资金有限， 只能在朋友的店

铺里划了一小块地方来经营，

“当时自己只想快点做大，摆脱

这种寄人篱下的局面。”柳青回

想起那时的情况，只恨钱少。

“幸亏当时碰上了邮储银

行的姐姐，否则我不会这么快

拥有自己的店铺。” 柳青说的

姐姐，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

桥支行的彭宏。

“当时我在商场里推介业

务，正好碰上柳青。”彭宏回忆

道，“经过和这个小伙子一段时

间的接触， 我发现他经营的商

品与众不同，销路很好，于是开

始全面掌握他的经营情况。在

对柳青的经营风险有掌控的情

况下，我们开始对他放款。”

柳青在获得第一笔4万元

的贷款后，生意很快上了一层

楼，“我们这行，拼的就是流动

资金，现金越多，就能进越多

的货，生意才能做大。”很快，

柳青不但生意越做越红火，第

一笔贷款也顺利地偿还，并向

彭宏提出了进一步贷款扩大

经营的计划。

“我们的小额信贷品牌叫

‘好借好还’，所以在柳青有了

良好信用记录的情况下，我们

的放款额度也加大了。” 彭宏

介绍道， 对柳青的第二笔放

款，额度放大到10万元。

“没想到我一个摆地摊的

也能贷到款，靠着这两笔贷款，

我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店铺

了。”柳青开心地向记者表示。

对于上述邮储银行的小

额信贷案例，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湖南省分行信贷业务部副

总经理何毕表示，邮储银行的

小额信贷业务主要服务于一

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包括个体

工商户、小企业主、农户等等。

何毕表示，这个群体有四

个特点， 即无正规的财务记

录、无合格的抵押品、无长远

经营规划、无向商业银行贷款

的经验。所以他们极难获得商

业银行的贷款。

何毕指出， 过去这个群

体的小额信贷需求没有得到

充分满足， 从而也限制了他

们的发展壮大，“2008年4月，

邮储银行在与德国技术合作

公司合作推出‘小额贷款和

零售银行业务项目’后，大大

缓解了他们融资难的问题。

像上面提及的柳青这样摆地

摊起家， 完全没有合格抵押

品的个体工商户， 我们也通

过金融创新为他们找到了融

资的办法。”

接着何毕对柳青的贷款

案例分析道，“邮储银行‘好

借好还’ 小额贷款产品通过

商户联保、商户保证等方式，

解决了像柳青这样的个体工

商户贷款难的问题， 扶持了

微小企业的发展。”

摆地摊的也能贷到款

金融创新缓解了小额信贷饥渴

据何毕介绍， 针对个体工

商户、小企业主、农户所具有的

“四无”特点，邮储银行分别一

一予以化解。

“没有正规财务报表， 我们

的信贷员就上门帮助他建立销

售情况记录，从而掌握他们的经

营情况；没有抵押品，就用保证

或联保的方式； 无长远规划，这

类客户都是临时需要资金，而且

往往很急迫，我们就把审批机构

下沉，减少业务流程，在3－4天

内发放贷款，客户急需时，我们

还可以在双休日办理；针对他们

缺乏商业贷款经验，我们就把贷

款服务下沉到网点，在网点挂出

‘个人贷款中心’的招牌，让信贷

员深入到客户中去，减少他们对

商业贷款的神秘感，像柳青的案

例中，就是我们的信贷员直接进

入商场与商户对接，使他们顺利

贷到了款。”

何毕表示， 除了上述多种

金融创新的举措外， 还设立了

信贷员“八不准”从业规范，开

展阳光信贷，“全省建立了1000

多人的信贷队伍，2008年至今，

全省共发放7.2万笔小额贷款，

总金额51.5亿元， 其中66.67%

的贷款业务发生在县和县以下

区域， 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

发展。”

“四无”难点一一化解

客户在邮储银行咨询小额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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