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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产业扶贫模式快速复制
“村官工程”助力脱贫攻坚战

近日，平安银行“村官工
程”向云南某水电公司发放1.3
亿元产业扶贫贷款，用于国家
重点扶贫的昭通、版纳地区水
电站建设运营，与企业一起支
持昭通大关县发展羊肚菌种植
产业，并为149户特困户提供安
全温暖过冬经费，政银企联手，
助力国家贫困县——昭通大关
县精准脱贫。

大关县是国家592个扶贫
开发重点县、云南省乌蒙山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38 个县之
一。平安银行发挥能源金融事
业部专营优势，量身定制了支
持贫困地区水电站建设运营的

“水电扶贫”贷款模式，通过发
放水电扶贫贷款，支持水电站
建设运营，为贫困户提供稳定
回报，实现了政府、企业、贫困
户等多方受益。此外，还联合
企业与当地政府一起采用“涉
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
链扶贫”模式，捐资组建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新寨村堡山安置
点流转土地20亩。

云南省是国家贫困县集中
地区，平安银行将云南省作为

“村官工程”的主战场之一，将
已经在广西自治区成功落地的
水电贷、种植贷、养殖贷、扶贫
政府债等创新扶贫模式复制到
云南省。平安银行前期向云南
某水电公司批复水电扶贫贷款
2.2亿元，首笔1000万元贷款已
于9月11日顺利出账，用于云
南盈江县松坡、银河两座水电
站的建设及运营，惠及当地325
户贫困户共 1279 人。9 月 19
日，平安银行又成功中标云南
省政府专项债券1.7亿元，支持
普洱、大理、文山、德宏等州市
14个贫困县的棚户区改造。

平安银行“村官工程”坚持
产业扶贫贷款向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倾斜，规划项目进村到
户，确保实施一个项目、形成一
个产业、带动一方群众，“不等
不靠”，自力更生脱贫致富。未
来，平安银行将继续加大资源
投入力度，将成熟经验推广至
更多需要帮扶的贫困、边远地
区，帮助更多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为中国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贡献
力量。

广告

逾七成人使用电子支付：
中国仅用了15年

——全国电子支付普及率
76.9%，其中农村地区66.51%，农
村地区手机银行支付业务笔数
91.1亿笔，增长79.12%。央行
发布的《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指
标分析报告》，为中国飞速发展
的支付市场切取了一个“标本”。

“以支付清算机构的成立和
兴起为标志，海外电子支付用了
30至50年的时间，而中国仅用
了15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
逾七成的电子支付普及率。”中
国银联战略与投资部总经理刘
源表示。

改革开放 40 年，国人对
“钱”的认识不断刷新。上海奉
贤区79岁的老人邵根才，收藏
了1958年到1982年期间全国
各种票证，除了上千枚花生票、
芝麻票、鞋票、线票等，还有“半
钱油票”“一钱肉票”等小面额票
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再
小面额的票都弥足珍贵，没有票
更是寸步难行。”邵根才说。

1993年，粮票、油票等停止
使用，长达近 40 年的“票证经
济”就此落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走向物质丰富、繁荣多彩的新
起点。

中国支付技术的跳跃式前
进不仅带来了市场繁荣，更帮助
人们跨越城乡差距的鸿沟。截
至 2017 年末，我国人均持有
4.81张银行卡，农村地区人均
持卡量 2.97 张，农村地区手机
银行开通数累计5.17亿户，便
捷的金融服务已深入田间地
头。越来越多的村民足不出村
就可实现助农转账、取款服务，
并通过云闪付实现公共缴费。

电子商务和便捷的支付手
段不仅帮助农民把大山里的鲜
活农产品直接卖到消费者的餐
桌，完整的物流、数据流还帮助
大量中小农户获得了人生中的
第一笔贷款。

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
县 50 多岁的张有全，养殖了
5000 只羊，且与企业签订了长
期收购合同，但一直苦于“信用
好却无人相信”。在使用二维码
收付款后，经营流水变成了信
用，老张获得了蚂蚁金服1年期
30万元的贷款，申请当天资金
就到账。

“科技让普惠金融触达普通
人。”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说，

“在传统金融服务很难覆盖的欠

发达地区，通过接入移动支付，
这些地区的人们开始感知更为
多样的金融服务。”

移动支付渗透率68%：
重构生活、重塑业态

——央行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375.52亿
笔，同比增长46.06%，移动支付
交易额202.93万亿元，同比增长
28.8%。今年上半年我国移动支
付 业 务 258.87 亿 笔 ，金 额 达
133.70 万亿元，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

25.6万笔，这是去年“双十
一”购物节支付宝每秒处理交易
的峰值，也是中国诸多新业态的
基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范剑平说：“十年前中国的电商交
易额不到全球的1%，如今占比已
超过40%，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
总和；移动支付渗透率68%，交易
额相当于美国的11倍……”

从渤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
内陆深处到长江流域，从北上广
深到县域乡村，刷手机坐公交已
不是一线城市的独享。目前，银
联已在全国400余个市县公交、
11个城市地铁实现银联闪付或
二维码受理。广深城际高铁甚
至已全线实现银联闪付过闸乘
车，“挥一挥手”就可上演“双城
故事”。

通过手机APP帮助父母挂
号就医，成为一些年轻人关爱父
母的新方式。一项对10个城市
20多家医院的调研显示，平均
有约10%的用户正在尝试借助
网络工具，为父母远程挂号和缴
费，减少老人就医排队的时间。
全国55个城市看病能直接用微
信医保支付。

扫一扫，挥一挥，移动支付正
在改变和重构国人消费习惯及生
活方式：女司机再也不用担心停
车够不着“取卡机”，越来越多的
停车场可以实现无感支付；在阿
里、京东、苏宁等零售巨头最新试
水的“无人店”，顾客只需“刷脸”
进入店内，挑选商品后不需排队
付款，系统自动识别用户身份，并
在手机APP中自动扣款……

CIPS延伸到
148个国家和地区

——支付机构走出去的同
时，人民币国际化驶上高速公
路 。 人 民 币 跨 境 支 付 系 统
（CIPS）的最新成绩单显示，CIPS
吸引了 31 家境内外直接参与
者、695家间接参与者，实际业

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
地区；截至2017年末，通过自由
贸易账户累计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发生跨境收支
2886亿元。

中国“十一”黄金周，各国商
家都进入全年忙季：欧洲知名的
比斯特购物村旗下热门商户开
通支付宝并配备中文店员；意大
利米兰大教堂不仅支持支付宝
购买门票，还在外墙循环播放中
文宣传片；法国春天百货为中国
游客单独提供店内手机退税服
务；就连冰岛这一小众旅游目的
地，也上线了移动支付……

不仅仅是商家，政府也加入
了欢迎的行列。澳大利亚凯恩
斯市市长在一段面向中国游客
的视频里表示：“凯恩斯人民欢
迎中国游客黄金周来玩！我们
这里风景美丽、人民友好，还有
你们熟悉的移动支付！”

银联国际数据显示，今年
“十一”假期，欧洲等远程目的
地受到中国游客的普遍青睐，
毛里求斯、摩洛哥、巴西、比利
时、斯洛文尼亚等新兴旅游目
的地交易量增幅明显。“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愈加受中
国游客欢迎，柬埔寨、中东、俄
罗斯等地的消费规模同比增长
近四成。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五周年。支付无疑是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中国支付机构“走出去”
步伐不断加快，成为中国与海外
互联互通最高效的“桥梁”之一。

目前，已有60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银联卡
受理业务，境外累计发卡超过
3500万张，覆盖超过570万家商
户和68万台ATM。在非洲，已有
50个国家和地区受理银联卡，
覆盖率超过75%。

中国金融基础设施“走出
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塞尔维亚、
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
支付转接网络正以银联标准进
行建设或升级。此前，银联芯片
卡标准已成为泰国、缅甸银行业
的推荐标准，也是亚洲支付联盟
的统一跨境芯片卡标准。

“支付清算畅通是‘一带一
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必要
前提与保障。”中国银联总裁时
文朝表示，“中国金融技术标准
和支付创新不断惠及更多国家
和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搭起一座‘空中支付走廊’。”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日前获
悉，中信银行积极发展供应链金
融业务，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难题。9月末，首笔“云信”
在中信长沙分行、广州分行同一
天落地。

“云信”由中信银行与中企
云链联合开发，为企业上下游产
业链提供融资服务。首笔“云
信”的成功发放，意味着该行在
助力小微企业融资上取得实质
性进展，也标志着中信银行与中
企云链的合作能量正在快速释
放。未来，随着双方合作的加
深，“云信”将在全国落地开花，
为各地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

支持。
据悉，当天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首笔“云信”实现战略客户50
万元“云信”快速放款，放款流程
仅花费2个小时，放款速度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解决了中小企业
客户融资慢的燃眉之急。同日，
广州分行也成功落地一笔“云
信”，该笔“云信”经多层级流转
拆分并成功融资，为供应链上多
家中小企业供应商提供了融资
支持。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云信”
被拆分为数笔资金，最小的一笔
仅为7.5万元，该笔资金支付给
一家管道制造的小微企业，并且
实现了当天放款，充分体现了服
务普惠金融的业务初衷。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私募行业正在迎
来一批特殊的机构群体。昨
日，建设银行旗下的投资公司
被发现已完成私募登记并公
示，至此已有三家国有银行的
子公司完成了私募备案。今年
8月以来，国有大行开始正式进
军私募行业，

据基金业协会备案信息显
示，建信金投基金管理（天津）
有限公司9月29日完成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该公司的法人
谢海玉的工作履历透露这家基

金公司与建设银行有千丝万缕
的关系。谢海玉于 2001 年 7
月-2017年 7月均在建设银行
工作任职，2017年7月-2018年
8月在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任高管，而公开资料显示，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恰
是建设银行在北京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

据悉，9月底，中国银行旗下
的债转股实施机构——中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也成立了
一家私募基金子公司，即中银资
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预计该公
司也有望很快完成私募备案。

“数据切片”里的支付中国
“钱世今生”的支付革命，正是中国40年改革巨大成就的缩影

海外机场扫码退税、超市自助付款、地铁语音购
票……这个国庆长假，不论是出境游还是周边逛，移
动支付都无处不在。据银联统计，10月1日至3日
银联境外移动支付产品交易额同比增长超1倍，境
内网络交易额达6695亿元，同比增幅24.5%。

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对“钱”的认识不断刷新，支付方式变迁
的背后不仅是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业态
嬗变。中国金融基础设施“走出去”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架起中国与
海外互联互通的“桥梁”。“钱世今生”的支付革命，正是中国40年改
革巨大成就的缩影。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中信银行首笔“云信”两地同日落地

国有大行竞相进军私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