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银行业机构适用个体工商户

的相关信贷产品

1.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

联系人：个人信贷部 李海刚 029-88990973

产品一：个人自助经营贷款

（1）简要介绍：个人自助经营贷款（市场推广名为“助业快 e

贷”），是指农业银行通过自有渠道向符合特定条件的农业银行个人

客户发放的，由客户自助申请、快速到账、自助用信的经营用途贷

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一是贷款额度及期限。贷款额度

一般最高 50万元（个别模型可提高至 100万元），期限最长 1年。

二是用信方式。签约额度内，可自助循环使用，随借随还。三是贷

款利率。可在不低于省行指导价范围内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四是还

款方式。按月结息，到期还本。五是申请渠道。农行掌银、网点超

级柜台。

（3）产品或服务优势：自助申请、快速到账、随借随还、循

环使用。

（4）适用人群：纳入名单管理且符合贷款准入条件的个人客

户，包含但不限于房贷客户、贵宾客户、收单客户、分行特色业务

客户等。

（5）适用地域：全省。

产品二：房抵 e贷经营

（1）简要介绍：“房抵 e贷-经营”是指借款人以商品住房作抵



押，通过线上渠道申请并办理的经营用途的个人贷款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一是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 1000万

元。二是抵押物为商品住房。三是额度有效期及单笔贷款期限。采

用循环用信方式的，循环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3年（含）。单笔贷款

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含）。经线下调查确认与生产经营周期相

符的，自助循环用信方式单笔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5年（含），其

他方式单笔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0年（含）。四是贷款利率。线

下定价按照总行利率政策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线上定价方式的实

行参数化管理。五是还款方式。单笔贷款期限为 1年（含）以内的，

可采用会计核算系统提供的各种还本付息方式。单笔贷款期限超过

1年的，采用按月（季）分期还本付息方式。

（3）产品或服务优势：额度高、期限长、审批快、利率低

（4）适用人群：借款人须为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及其他

持有生产经营证明的自然人。生产经营证明材料包括合法有效的营

业执照、商户经营证、摊位证等。

（5）适用地域：全省。

2.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事业部 汝海涛 029-87283156

产品一：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

（1）简要介绍：通过互联网渠道向拥有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

资企业等经营实体的自然人发放的经营性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贷款额度最高 300万元，50万元

以下可直接发放至个人账户；贷款期限最长 1年，有效期内随借随

还。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纯信用，免抵押、免担保， 建行收单

商户均可直接在线申请。对于“拉卡拉”、“银联”收单商户，以及非

建行烟草商户，更可享受专项额度。

（4）适用人群：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5）适用地域：全省。

产品二：乡村振兴贷款

（1）简要介绍：乡村振兴贷款是建行为县域乡村地区企事业

单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人（农户）等各类公私客户发放的，

用于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精准扶贫等领域的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包含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特色小镇建设等多个子产品，产品

内容丰富，适用范围广。

（3）产品或服务优势：包含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特色小镇建设等多个子产品，可满足各

主体的不同建设资金需求。

（4）适用人群：企事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

个人。

（5）适用地域：全省。

产品三：云税贷

（1）简要介绍：“云税贷”业务是指建设银行基于小微企业涉

税信息，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评价，采用全线上自助贷款流程

办理的可循环人民币信用贷款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A.贷款额度综合考虑企业纳税情

况、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企业及企业主与建设银行合作情况等因素。



B.单户贷款额度最高 500万元，期限最长 3年。

（3）产品或服务优势：A.申请便捷、快速，流程简单。

B.纯信用，无需抵押、担保物。

C.贷款额度有效期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

（4）适用人群：“云税贷”实行共同借款人，即由借款企业和

企业主作为共同借款人。借款企业为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登记的小微企业，包括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独资企业。

（5）适用地域：全省。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陕西省分行

联系人：三农金融事业部 邓磊 029-89580314

产品一：极速贷

（1）简要介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具备良好线上数据信息、

信用状况优质的客户提供的小额经营性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

极速贷信用：面向信用状况优质的经营者提供的纯线上个人经

营性贷款，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客户可足不出户，

纯手机操作，最快 10分钟即可完成申请到放款全流程。

极速贷抵押：面向信用状况优质，有房抵需求的经营者提供的

线上个人经营性贷款，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采用“线

上评估房产价值+线下办理抵押登记”模式，办理效率高，贷款期限

长，授信额度高。

（3）产品或服务优势：

A.极速贷信用：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纯线上自助办理。单户

贷款最高 5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 24个月。额度循环，随借随还。



B.极速贷抵押：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申请，仅需要到线下办理

抵押登记。单户贷款最高 5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 60个月。额度

循环，随借随还。

（4）适用人群：信用状况优质，年龄在 18-60周岁的个人经

营者（农户、商户）。

产品二：商贷通

（1）简要介绍：向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有劳动能力的商户

发放的，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的小额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均可申

请邮储银行“商贷通”业务，担保方式多样，信用、担保、抵押、质

押均可。

（3）产品或服务优势：单户贷款最高 500万元。贷款期限最

长 5年。担保方式：信用、保证、抵押、质押。

（4）适用人群：商户（含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等自然人）

（5）适用地域：陕西全辖。

4.招商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零售信贷部 客服中心 029-86555735

产品一：小微闪电贷

（1）简要介绍：小微闪电贷是招商银行针对小微企业主推出

的一款纯信用线上类贷款产品，最快 1分钟出结果、额度最高可达

50万，贷款期限可选 3/6/12/24/36月，满足客户生意经营的周转需

求。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线上申请线上放款、循环额度永

续贷款、随借随还多样还款。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线上申请线上放款：通过手机 APP实

现全线上贷款申请，自动审批、线上签约、自动放款实现全自动贷

款流程，满足客户随借随还的需求。

随借随还永续贷款：按日计息，不用不收利息，到期可无需归

本，实现自动转贷。

循环额度还款多样：最高贷款金额不超 50万，支持一次性放

款及可循环式放款。还款方式方面，可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等额本

息和等额本金，及一次性还本付息还款法。

（4）适用人群：个体户及公司法人或持股超 10%的股东且在

我行开立了“一卡通”个人账户。

（5）适用地域：陕西省。

产品二：小微抵押贷

（1）简要介绍：以借款人（或第三方人员）名下的商品住房

作为抵押物，发放给个人或者企业，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一次授信长期使用；随借随还永

续贷款；循环额度还款多样。

（3）产品或服务优势：一次授信长期使用：授信期达 20年，

单笔贷款最高可至 10年。

随借随还永续贷款：按日计息，不用不收利息，到期可无需归

本，实现自动转贷。

循环额度还款多样：最高贷款金额不超 1000万，支持一次性

放款及可循环式放款。还款方式方面，可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等额

本息和等额本金，更可享自主月供还款方式。

（4）适用人群：

企业：成立 1年以上且注册地在西安。



小微企业主：法人、前三大股东、个体工商户法人、企业实际

控制人均可。

抵押物：西安当地不超 20年的商品住房、持有房产证 1 年以

上。

（5）适用地域：小微抵押贷：西安市境内。

5.中信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个人信贷部 王浪 029-62645631

产品：不动产抵押经营贷

（1）简要介绍：中信银行个人经营贷款专为私营企业主和个

体工商户设计。借款人可将本人或直系亲属名下的不动产以最高额

抵押形式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额度内按需提款、随借随还，以满足

经营融资需求。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贴合经营还款周期，满足经营融

资需求。

（3）产品或服务优势：授信期限最长 10年，单笔贷款期限最

长 5年；还款便捷，可选择多种还款方式。

（4）适用人群：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5）适用地域：全省。

6.兴业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零售信贷部 王少平 029-87482988-298115

产品一：个人经营贷款

（1）简要介绍：个人经营类贷款是指借款人以自然人名义向

本行申请的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周转资金用途的贷款，品



种包括个人经营贷款、个人商用房装修贷款、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

款、简捷贷、连连贷、快速经营贷，以及创业担保贷款等品种。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贷款额度最高 100 万元、授信期

限最长 10年、还款方式灵活、可接收担保、抵押、质押、抵押+保

证、信用免担保等。

（3）产品或服务优势：首次向本行申请个人经营贷款业务的

借款人，从进件到终审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从收齐贷款资料起，

撰写贷前调查报告（2天）、估价（1天）工作在 3天内完成，审查

审批工作在 2天内完成。

（4）适用人群：借款人应为符合本行个人经营贷款政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包括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持有小微企业 10%及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以

及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小微企业主包括小微企业法人代表、持有

小微企业 50%以上股份的控股股东，或小微企业实际控制人。

（5）适用地域：陕西地区。

产品二：个人“快速经营贷”

（1）简要介绍：“快速经营贷”业务，是指依托优质住宅抵押

品，突出核心风险评价，通过标准化授信作业流程为零售客户提供

满足其经营所需的人民币贷款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快速经营贷”面向能够提供优质、

易变现、足值资产作为抵押物的借款人，抵押物需为借款人自有的

优质住房（含借款人、配偶、成年子女、双方父母名下的住房），

且位于主城区、易处置。

（3）产品或服务优势：“快速经营贷”业务采用标准化作业流

程运作，在贷款申请资料齐全的前提下，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含）



完成审查审批。

（4）适用人群：借款人应为符合本行个人经营贷款政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包括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持有小微企业 10%及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以

及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小微企业主包括小微企业法人代表、持有

小微企业 50%以上股份的控股股东，或小微企业实际控制人。

（5）适用地域：陕西地区。

产品三：兴业普惠贷

（1）简要介绍：本行向普惠型小微企业提供短期和中长期授

信支持的业务。

（2）产品优势：（1）授信有效期 1年，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

期限可达 3年，对于 1年的流动资金贷款配套无还本续贷“连连贷”

产品；（2）固定资产贷款期限可达 10年，贷款可用于购置或更新

经营设备、技术升级改造、厂房/商用房装修等固定资产购建。

（3）适用客群：本行单户授信（含低风险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000万元的国标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国标小型和微

型企业是指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发改委、财政部于 2011年印发

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号）所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

（4）适用地域：陕西地区。

7.华夏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部 翟旭盟 029-85563742

产品一：银税通

（1）简要介绍：小微客户银税通是指我行对按时足额纳税、



纳税记录良好的小微客户，按照不同的缴税金额及纳税信用评级发

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的可循环的小额信用贷款。即通过税

务局、客户自行提供或我行登录第三方税务信息平台获得的小微客

户纳税记录及纳税信用评级，我行依据纳税记录及纳税信用评级给

予一定比例的授信额度。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

授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最长不超过 3年；

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最长不超过 1年；

担保方式为信用；

还款方式采用利随本清或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贷款期限小于 6

个月的，可采用利随本清。

（3）产品或服务优势：可为有短期金融需求的小微企业客户

提供金融服务，审批快、用信易、还款活。

（4）适用人群：符合我行小微客户相关授信准入条件的小微

法人客户和小微个人客户（包括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村承

包经营户和其他个人经营者）

产品二：高新 E贷

（1）简要介绍：高新 E贷为我行平台金融类业务，是指我行

为高新区内注册的小微企业提供的信用或类信用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根据核定额度依据的不同，高新 E

贷细分为税金贷、结算贷、补贴贷、扶持贷、三板贷、代发工资贷、

创业贷、采购贷。经营部门可根据税金贷、结算贷等细分品种核定

的额度加总确定客户贷款额度。

（3）产品或服务优势：审批快、用信易、还款活。

（4）适用人群：西安市高新区内注册、实际控制人从业 3年



以上的、持续经营的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人创业者。

（5）适用地域：西安地区及二级分行可覆盖地区

产品三：POS贷

（1）简要介绍：小微企业网络贷-POS商户融资业务（以下简

称 POS网贷）是以小微企业 POS收单特约商户（以下简称 POS商

户）为授信对象，向符合条件的 POS 商户在线发放的、可随借随

还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我行 POS商户的，可参考 POS网

贷系统生成的批量试算额度。对符合核增额度标准的优质客户，在

批量试算额度基础上可适当核增授信额度。

（3）产品或服务优势：采取信用方式，可随借随还。

（4）适用人群：我行或第三方收单机构推荐的，符合我行小

微企业授信准入条件的法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小企业主和个

体工商户）。

（5）适用地域：西安地区及二级分行可覆盖地区。

产品四：房贷通

（1）简要介绍：小微企业房贷通（以下简称“房贷通”）是指

为满足小微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对能提供产权明晰、变现

能力较强的房产抵押，且符合我行准入要求的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

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可线上审批、抵押物可在线评估，

还款方式选择多样化。

（3）产品或服务优势：额度高、期限长、用信易、还款活。

（4）适用人群：经营期限 1年以上，或从事本行业经营 3年

以上的、可提供符合要求的房产的个体经营户、小企业主或法人小



微企业。

（5）适用地域：西安地区及二级分行可覆盖地区。

8.平安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部 安超 029-89286098

产品一：数保贷

（1）简要介绍：我行准入的担保公司、担保基金、政策基金

对我行小微贷款进行担保，增信后基于现有小微贷款的业务模式发

放的小微企业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授信业务仅限用于借款人日常经

营周转，原则上单一客户直接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按

照收益覆盖风险和成本的原则，根据区域情况、客户情况、合作模

式，按项目实施差别化风险定价。数保贷直接客户授信期限不超过

3年，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 3年。可采取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净

息、分期还本付息等方式还款，净息还款方式下贷款期限原则上不

超过 1年。

（3）产品或服务优势：额度大，利率低，还款方式较多，期

限相对较长。

（4）适用人群：企业和自然人，其中包括专精特新小企业客

户。

（5）适用地域：西安、咸阳等有网点地区。

产品二：微 E贷

（1）简要介绍：“微 E贷”是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小微企

业主、实际控制人或实际经营者、自然人股东或合伙人、个体工商

户等及其配偶、父母等自然人客户，以及从事种植、养殖的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客户发放的用于生产、经营等资金周转需求的

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授信额度分为一般贷款额度和备

付金额度，分别是为满足客户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临时性需求的额

度。西安地区两类额度分别为 100万元和 20万元。最长授信期限

为 5年，包括循环和非循环额度授信，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和成本的

原则，实行风险定价，同时考虑客户综合贡献度、地区差异、市场

竞争及客户信用状况等因素，实施差异化定价。本业务可采用信用、

保证、抵押、质押等单一或组合担保的方式。

（3）产品或服务优势：服务下沉，以长尾类小微、个体工商

户和从事种植、养殖农户等为主，客户覆盖面较大；线上线下相结

合，精准客户画像，客户贷款体验感较好。且产品还款方式和担保

方式多，基于客户流水和综合贡献定价，能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的

长处。

（4）适用人群：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实际控制人或实际

经营者、自然人股东或合伙人、个体工商户等及其配偶、父母等自

然人客户，以及从事种植、养殖的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5）适用地域：西安、咸阳等有网点地区。

产品三：抵押 E贷

（1）简要介绍：“抵押 E贷”是符合我行普惠金融授信业务的

中小微客户（含个体工商户），以经营主体自由、经营者自有或其

亲属等名下的房产作抵押，向我行申请用于生产经营中正常资金需

求的授信产品。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分为标准模式和非标准模式，其

中标准模式限定抵押物，原则上仅限住宅类抵押物。产品包含额度



贷款和单笔贷款两种授信方式，优化后还款方式在净息还款、等额

/等本还款、气球贷基础上新增轻松还方式。一般情况下经营佐证材

料包括对公流水及对应销售合同、或发票、纳税凭证，如为个体工

商户接受其他风险协审确认的其他佐证材料。

（3）产品或服务优势：还款方式多样，增加轻松还还款方式；

贷款期限长，自然人版的循环额度最长可达十年。循环额度项下的

单笔续授信抵押 E 贷业务，在其授信存续期间还可申请无还本续

贷。

（4）适用人群：法人、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包括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以及经总行批准的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授信主体。

（5）适用地域：西安、咸阳等有网点地区。

9.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小微金融事业部 陈晓瑜 029-61815235

产品：微贷

（1）简要介绍：我行向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发放的，最高

不超过 50万元的信用类经营性贷款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

A.授信额度：借款人及配偶累计核算额度；

B.授信期限：可采用授信额度或单笔贷款方式，期限最长不超

过 3年，额度下单笔贷款的到期日不超过额度到期日；

C.还款方式：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等额还款。

（3）产品或服务优势：

A.产品担保方式为信用，客户无需向银行抵押房产；



B.支用和还款方便，客户可在手机银行或民生小微 APP在线支

用，在线还款。

（4）适用人群：没有或不愿意以房产抵押的方式获得贷款，

用款金额较小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5）适用地域：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

10.广发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零售信贷部 李真蓉 029-89568628

产品一：小微 E秒贷

（1）简要介绍：小微 E秒贷是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个

体工商户发放的用于其经营实体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周转的个人信

用经营贷款。贷款申请、合同签订、贷款出账、贷款归还、贷款信

息查询等可通过线上渠道自助完成。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授信金额最高 100万元人民币（含），

额度有效期最长 1年（含），额度项下单笔贷款期限最长 1年（含），

到期日可超过额度到期日；还款方式包括等额本息、等额本金、按

月付息到期还本。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纯信用、速度快，线上申请、即时审

批；利息省、按天计息，随借随还。

（4）适用人群：年龄在 25周岁（含）- 65周岁（含）之间的

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主、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持股比例 10%（含）以上的股东，信用良好，

经营主体成立 1 年及以上。

（5）适用地域：西安市。

产品二：抵押易



（1）简要介绍：抵押易是以房屋抵押为主担保方式，向符合

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经营实体生产、经营周转用途的个人经营

性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抵押易授信额度及单笔贷款最高

限额均为 1500万元人民币。额度有效期不超过 10年，额度项下贷

款/单笔贷款期限最长 10年（含），单笔贷款到期日不得超过授信额

度有效期的到期日。还款方式包括等额本息、等额本金、超期月供、

本金休假、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按月付息分期还本等。

（3）产品或服务优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方式灵活，最

长 3年无需还本，0附加费用（无评估费、无公证费），资料齐全 3

天审批。

（4）适用人群：年龄在 18周岁（含）- 65周岁（含）之间的

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主、企业承

包经营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有

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占股 10%及以上股东，且借款人成为经营

实体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的时间应大于半年，并有经营实体所属行业

1年（含）以上行业从业经验。优先支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

色环保产业；优先支持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优

先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优先支持符合小型微型企业聚集特征、弱

周期性的民生消费类行业；优先支持当地龙头行业及其相关产业或

政府重点扶持行业。

（5）适用地域：西安市。

11.渤海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事业部 倪妍 029-88898311



产品：渤银房闪贷

（1）简要介绍：渤银房闪贷是指借款人以现房作抵押,通过我

行线上渠道申请、线上评估、 线上自动化审批、线下标准化受理

的个人生产经营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住房抵押；贷款额度最高 1000万；

授信期限：循环授信最长不超过 5 年，非循环授信最长不超过 10

年；还款方式：按月等额本息或按月等额本金，1 年期(含)以内贷

款可采取按月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方式；5年内贷款可采用前三年

只还利息，后两年按月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方式。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线上申请、线上评估、线上自动化审

批、线下标准化受理。

（4）适用人群：借款人信用记录良好且符合我行贷款条件，

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和资金实力；拥有优质房产,且对贷款时效有要

求的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5）适用地域：西安市。

12.长安银行

联系人：小微金融部 王璐 029-88609644

产品：个人经营贷款

（1）简要介绍：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借款人经营实体合法经

营活动所需营运资金的线下贷款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用于借款人或其经营实体合法的

经营活动，且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经营范围。

（3）产品或服务优势：担保方式灵活多样。

（4）适用人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的自然人。



（5）适用地域：全省。

13.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部 马韬 029-61829286

产品：短贷宝

（1）简要介绍：面向个体工商户、企业主发放的用于企业正

常经营活动的个人贷款或个人授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根据企业的用款需求及经营状况

决定贷款额度，支持保证、抵押、质押、信用多种担保方式。

（3）产品或服务优势：贷款申请“简、易、快”

（4）适用人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

（5）适用地域：西安、咸阳地区

14.重庆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部 何景丽 029-88195666-6511

产品：收单贷

（1）简要介绍：“收单贷”是针对我行 POS收单客户，以其经

营实体的经营情况及在我行资金结算作为额度核算主要依据，向其

发放用于经营实体日常周转的小额个人经营性信用贷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以经营实体的经营情况及在我行

资金结算作为额度核算主要依据，手续简便。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纯信用、利率低、资料简

（4）适用人群：在我行办理 POS收单业务的普惠商户实际控

制人。

（5）适用地域：西安市、延安市。



15.齐商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普惠金融部 周霄 029-61818888

产品：个人经营贷

（1）产品介绍：我行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合法生产和经营活

动中所需资金周转的贷款产品。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个人经营贷款单户（借款人和配

偶）最高贷款额度为 1000万元；期限一般为一年以内，最长不超

过 5年。

（3）产品或服务优势：准入门槛低，申请便利；贷款额度高、

贷款期限适中；还款方式灵活多样。

（4）适用人群：个体工商户。

（5）适用地域：西安市。

16.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联系人：乡村振兴部 李乐 029-84632920

产品一：市民 e贷

（1）简要介绍：“市民 e贷”是陕西信合“秦 e贷”子产品。该产

品应用互联网技术，面向城区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固定收入人

群，以及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客群，通过自动评级授信、自

动审批决策，纯信用，全自主线上办理的，用于借款人消费和日常

生产经营周转等用途的个人数字普惠贷款。最高授信额度为 50万

元。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线上申请、纯信用、循环额度、

极速到账、按日计息，支持提前还款、授信期限为 12个月。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线上申请、纯信用、即时审批、循环

额度、随借随用。

（4）适用人群：辖内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固定收入人群、小微

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

（5）适用地域：陕西省境内（除西安市外）。

产品二：V企贷

（1）简要介绍：“V企贷”是陕西信合“秦 V贷”子产品。该产

品以数据驱动，结合“线上+线下”一体化小微数字贷款服务模式，

融合了“IPC微贷技术”、“信贷工厂”、“大数据风控”三种信贷模式，

拥有“新业务流程、新风控方式、新型客户交互方式”等特点。用于

满足超过 89个细分行业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体经营户

等有经营实体的自然人生产经营需求。最高授信额度为 500万元。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线上申请、最快当天放款、循环

额度、随借随用、按日计息、支持提前还款、最长授信 36个月。

支持纯信用，或信用与保证、抵押、质押组合等方式办理。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线上申请、快速审批、循环额度、随

借随用。

（4）适用人群：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个体经营户。

（5）适用地域：陕西省境内（除西安市外）。

产品三：V商贷

（1）简要介绍：“V商贷”是陕西信合“秦 V贷”子产品。该产

品是针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以行内数据、可验证的商户经

济档案数据、客户经理尽职调查数据、人行征信及第三方数据为基

准，根据个体工商户评级授信模型，自动决策，自动审批，可快速

获批获贷的一款小微数字普惠贷款产品。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借款人



本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生产经营周转。最高授信额度为 10

万元。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线上申请、纯信用、循环额度、

按日计息、支持提前还款、授信期限为 12个月。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线上申请、无担保、无抵押、循环额

度、随借随用。

（4）适用人群：辖内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5）适用地域：陕西省境内（除西安市外）。

产品四：小 V税贷

（1）简要介绍：“小 V税贷”是陕西信合“秦 V贷”子产品。该

产品是通过对接征信、司法、工商、税务等数据，依托纳税人税务

信息，运用信贷工厂自动化工作流作业模式，向小微企业、小微企

业主、个体工商户发放的经营性贷款。最高授信额度为 500万元。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线上申请、极速到账、循环额度、

按日计息、支持提前还款、授信期限为 12个月。

（3）产品或服务优势：线上申请、即时审批、循环额度、随

借随用。

（4）适用人群：辖内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

（5）适用地域：陕西省境内（除西安市外）。

产品五：个体工商户贷款

（1）简要介绍：全省农合机构向符合授信条件的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一发办理税务登记，有经营能力，

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主

要股东发放的，用于自身或相关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全

省农合机构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开展辖内个体工商户电子经济档



案建立及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完成建档评级后的客户方可办理授信

业务。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

贷款额度：信用方式办理的授信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保证方

式办理的授信额度不超过 100万元；抵质押方式办理的授信额度不

超过 500万元（抵押物应全覆盖授信金额，区分抵押物不同，抵质

押率按照省联社最新要求执行）；省内农合机构存单质押方式办理

的授信额度不超过存单金额的 90%。

贷款期限：采用信用方式办理，期限不超过 2年；采用保证担

保方式办理，期限不超过 3年；采用易于变现住宅、土地、商铺等

作为抵押物的抵押方式办理，期限不超过 5年；采用农合机构存单

质押方式办理，期限不超过存单到期日。

（3）产品或服务优势：核定限额、余额控制、随用随贷、周

转使用

（4）适用人群：符合授信条件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有经营能力，从事工商业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企业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

（5）适用地域：陕西省境内（除西安市外）。

17.西安雁塔恒通村镇银行

联系人：信贷管理部 冯静 029-85222420

产品：惠通贷

（1）简要介绍：给辖区内村居客户或社区客户办理的信用或

担保类贷款，最高授信额度 50万，最长授信期限三年，先息后本



还款，贷款随贷随用，线上操作，循环使用。贷款闲置不用时无利

息，随时用可随时点击，线上自助放款。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无抵押，线上放款，循环使用，

灵活放款，无商品房的村居类客户均可办理，不强制要求提供营业

执照。

（3）产品或服务优势：免抵押，2-3天放款，灵活使用。

（4）适用人群：辖区内居民、农户、小微经营者均可适用。

（5）适用地域：西安市辖区内。

18.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

联系人：业务发展部 任锦 86092091

产品：阳光助力贷

（1）简要介绍：“阳光助力贷”是一款面向高陵辖内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用于合法经营中的

资金周转，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原则

上最高 3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该贷款的优点为利息

低、放款快、担保方式灵活。

（2）产品或服务基本特点：该贷款主要用于个体工商户合法

经营中的资金周转。

（3）产品或服务优势：贷款利息低、放款快、担保方式灵活。

（4）适用人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

（5）适用地域：高陵区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