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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中原银行
与河南省国税局签署了“银税
互动”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发
挥税务与金融的互补优势，通
过搭建银企信贷桥梁，帮助小
微企业获得便捷高效的信贷
支持，创新小微企业融资方
式、改进金融服务，服务“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缓解小微企
业融资难问题。

中原银行“税单贷”，正是
基于为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
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

“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
展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顺势
而生。

顶层框架之下，双方经过
了一年多合作探索，从不同领
域对小微企业给予支持。“税
单贷”的推出，只是双方长期
对接、有效沟通成果的一次集
中释放，更是与国家宏观政策
的高度同频。

今年 6 月 25 日，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的意见》。《意见》从
货币政策、监管考核、内部管
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方
面提出23条短期精准发力、长
期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督促
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切实降
低企业成本，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文件中重要政策之一是：
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引导
金融机构聚焦单户授信 500
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信贷投
放。

这并非我国首次对小微
企业融资进行政策支持。综
合来看，近年来，随着“双创”
政策的实施，“互联网+”的飞
速发展，小微企业、初创公司、
高新技术项目对金融的需求
日益迫切。

现状 |
传统金融受到冲击
激发银行业创新力

“税单贷”的推出，从技
术、创新、环境、市场构建多个
维度看，复杂性都远超想象。

近年来银行业整体竞争
加剧，在政策范围内进行不同

程度的业务升级，聚焦小微，
时势使然。

产品层面，改变创新传统
的不动产质押方式，利用知识
产权、股权质押等完成授信；
有的则通过与地方科技、工信
等部门合作，发展科技贷系列
产品等。

科技层面，银行开始变人
工网点、电话服务为线上服
务，开发各自的移动互联产
品；跑得快的，更是积极寻求
与互联网龙头合作。

在互联网公司群狼环伺
之下，传统银行业务不断受到
挤压，对公信贷的江湖，有时
不得不为阿里、腾讯等豪门生
生让出几个座次。

2010年和2011年，浙江
阿里小贷和重庆阿里小贷公
司就推出了“金额小、期限短、
随借随还”的纯信用小额贷款
服务，并利用历史交易数据判
断客户信用状况。

今年4月12日，一直觊觎
金融市场的腾讯则携区块链
技术从斜旁杀入，高调发布

“腾讯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解
决方案”，基于供应链场景下
的真实交易数据促进小微企
业融资。

与自由生长的互联网公
司相比，银行虽在机动灵巧上
略逊一筹，却拥有与政府谋求
合作的先天优势。

发端于本土的中原银行，
把科技创新放到了企业的战
略层面上：银行的定位不仅仅
是金融，还应成为一家科技公

司。信贷产品创新仅为其科
技创新的冰山一角。

产品 |
“以税定贷”
找到信用的最简表达式

中原银行找寻的破题点
在哪？

从公元前1000多年《汉
谟拉比法典》中对民间“债务
违约”的惩罚，到14世纪欧洲

“圣殿骑士团”承接的汇款、存
贷、支付等服务，再到现代金
融织就的庞大信贷网络，金融
大厦的修筑，从未脱离“信用”
这个主轴。

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
这道陈年旧题，各类金融主体
都在积极寻找关于“信用”的
最简表达式。

审视当前主流机构，授信
模型内在逻辑不外乎以下三
点：

其一，是对客户品质的考
量，比如客户的信用、履行偿
债义务的可能性，包括经营历
史，商业、银行信誉和忠诚度
等；其二，是对客户偿债能力
和财务实力的考察，包括流动
资产的数量、质量等，资本层
面则考察实收资本、经营业绩
等；其三，是对客户增信能力
的考察，比如作为固定资产的
厂房、设备等。

对中原银行而言，“税单
贷”是从一个全新维度为用户
画像——企业的纳税情况，直
接反映了企业与社会的联系，

及其是否合法经营，直击要
害。实际上，税务信息对比很
多指标也更具说服力。

“以税定贷”非新鲜事物，
但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
加持下，这一模式的效率和成
色有了质的飞跃。

据中原银行相关业务负
责人介绍，“税单贷”就是以企
业纳税信用为核心，辅以征
信、工商等大数据信息通过运
用评分卡技术自动测算贷款
额度。“税单贷”产品打破了时
间空间限制，实现7×24小时
自助线上操作，客户可通过线
上发起贷款申请、自动贷款核
准、线上自助提款和还款。

据了解，“税单贷”在无抵
押的状态下最高授信可达200
万元；一次授信有效期最长12
个月，单笔贷款最长期限6个
月；可实现实时放款。而企业
贷款门槛仅为：有纳税记录、
无不良信用记录、纳税评级A
级或 B 级、正常纳税两年以
上，近一年纳税总额大于2万
元。

意义 |
模型调校
银税互动服务不断深入

“税单贷”的落地，标志着
中原银行径直冲入全国银税
互动服务第一梯队，也是中原
银行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难，补益地方经济的集中体
现。

把某个线下业务搬上网，
做起来并不轻巧，考验的是一
家银行的科技基础，以及其高
效链接和运用数据的能力。

据了解，目前该产品选取
郑州分行试运行，这片市场涵
盖了全省近一半纳税户。通
过对风控模型的调校、效果评
估，全面上线之后，产品服务
性能、用户体验必将得到加
强。该行对小微企业的服务
将更加纵深。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12月末，中原银行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为1196.99亿元，较年
初新增192.96亿元，小微企业
贷款同比增速为19.22%，高于
各项贷款同比增速0.68个百
分点；全行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为 56978 户 ，较 年 初 增 长
11625户；全行小微企业申贷
获得率 95.95%，较年初增长
1.25个百分点。

去年一年，中原银行围绕
构建“授信服务为基础、交易
银行为主体、投资银行为提
升”的小企业业务产品服务体

系，建立了小企业业务产品创
新机制，加大产品创新突破，
推出一系列特色产品。

比如全力打造大数据线
上化产品，进一步利用新技
术、新手段，创新小微金融服
务模式，加强小微金融与“互
联网+”的融合，利用大数据工
具，充分运用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等新渠道为小微企业提
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破局 |
创新不止
产品组合推升服务小微能力

在“税单贷”推出之前，已
有一大批针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创新产品相继诞生，并获得
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如续贷宝、农贷1+N、种
子基金等多款差异化产品，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面临的“抵押
难、担保难、融资难、融资贵”
难题；加强小微金融与“互联
网+”的融合，利用大数据、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工具不
断创新，如“永续贷”产品，围
绕客户经营周转等全方位的
金融需求，打造中原银行房产
抵押贷款客户专属产品，支持
7×24小时高效服务，最快可
实现当天放款。

另外，中原银行交易银行
板块坚持做大链式产品，实现
融资申请、提货申请、收款确
认、商品物流信息管理等全流
程在线，降低客户时间成本及
财务成本，提高客户黏性。截
至2017年末，已通过在线供
应链累计为小微企业融资860
笔，金额12亿元。

中原银行公司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税单贷”后续
将朝着多层次多组合的方式
不断迭代，以税为核心，依靠
多种针对小微企业的产品组
合，让符合条件的用户获得更
大的授信额度。

种种创新背后，是中原银
行基于“科技兴行”实施的三
年战略：在2021年前，逐步实
现业务和管理模式的线上化、
数据化、智能化。

管中窥豹，一切仿佛有了
解释。记者忽然想到，2014年
中原银行成立伊始，全省13家
地方城商行进行的基础平台

“系统大集中”，创下了全国银
行数据迁移“合并最多、时间
最短”纪录，正是“科技立行”
的起源与传统，让中原银行能
在“全面数字化”的底色上畅
意书写，游刃有余。

中原银行打出信贷创新组合拳
试水“税务信贷模式”，跑步进入本土科技金融创新第一梯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实习生 刘赟 通讯员 李昂 刘宁伟

核心提示 这或许是中原银行产品研发部门今年最为忙碌的3个月。
两周之前，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银行）上线了一款名为“税单贷”的产品，通过与税务部门深度合作，将纳税人按时足额纳税的信

息转化为有价值的信用，以此为据进行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凭纳税记录，就可在银行获取无抵押信用贷款服务。而业务大部分办理环节取道互联
网，急速放款，信贷额度最高达200万元。

这项服务，对希望快速融资的中小企业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初期经过在郑州地区的试运行和密集调试后，预计“税单贷”会很快在河南市场推广。
这只是中原银行科技创新和全面互联网化的侧影之一。
如果将视线扩展到最近3年，其聚焦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创新从未间断，这家本土银行远比外人想象得走得更远，更具创新基因和突围精神。

背景 |
银税框架协议落地
支持小微金融力度渐强

“税单贷”落地，标志中原银行进入全国银税互动服务第一梯队。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