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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中原金融 人访谈50

兰考模式获突破性进展
克服了三大障碍

普惠金融从来是润物无
声。这种特殊的金融形式，英
文原意是包容性金融（inclu-
sivefinance），是指给所有的
群体和个人提供平等、丰富、
可承担的金融服务。具体到
中国，即是针对中低收入群
体，特别是农民群体的一种一
般化、常态化的金融服务。

“兰考是微缩的河南，河
南是微缩的中国，普惠金融在
兰考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徐诺金说，过去传统金
融做普惠金融，普遍遇到成本
高、效率低、风控难三大藩篱。

为解决普惠金融落地问
题，人行郑州中支向河南省委
省政府提出，经国务院同意，
于2016年12月26日得到批
复，兰考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
前唯一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兰考模式”亦在
试验区的摸索中酝酿成型。

兰考普惠金融改革的关
键是在“客户可接受的价格”
和“金融机构可覆盖的成本”
之间取得平衡，以此实现系统

的有效运转及“正反馈”，推动
普惠金融的普及。

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以“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
以“金融服务、普惠授信、信用
体系、风险防控”为基本内容
的“一平台四体系”模式不断
完善，找到了破解普惠金融

“最后一公里”的有效办法。

线上+线下，平台+体系
普惠合力效应凸显

改革需要抓手，“兰考模
式”的关键点，正是源于“一平
台四体系”的合力效应。

徐诺金详细阐释：一平
台，即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综合
平台。主要在金融的供给方
和需求方之间起到搭桥作
用。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搭建

“线上金融超市”，通过银行接
入，让人们一键直达不同金融
机构的各类产品。解决了以
往金融服务的分散、供给不足
等问题。四体系，则是指基本
金融服务体系、普惠授信体
系、信用建设体系、风险防控
体系。

徐诺金认为，建立乡村服

务站，与线上资源进行嫁接是
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可实现线
上不能完成的换现钞、贷款面
签，消费者投诉等；另一方面，
也可通过服务站实施金融教
育，金融风险防范宣传等功
能。

据了解，“兰考模式”的核
心平台“普惠通”APP，截至今
年 10 月 9 日，累计下载量
99413人。截至9月30日，已
累计上架 18 家银行各类信
贷、理财、便民支付缴费等普
惠类产品164款，另上线6家
银行126款信用卡产品。目
前兰考普惠金融指数（IFI）在
全省县（市）排名由2015年的
第22位上升到2017年底的
第1位。

普惠金融试验区
农户小额贷款破21亿元

除常规金融产品外，提供
基本信贷服务也是普惠金融
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了解，“兰考模式”针对
每家农户的需要，提供无条件
授信。额度5万元以内，一次
授信，三年有效，随借随还。

徐诺金表示，这样既让农户建
立与银行的联系，又可通过积
累数据，积累信用，不断升级
授信。随着普惠金融的深入
实施，农村个人信用的“含金
量”毫无疑问将越来越高。

据记者了解，兰考县450
个村目前均有协管员为村民
办理普惠金融相关业务。以
兰考县徐场村为例，90%的村
民均享受到了普惠金融的方
便。用户通过信用评定后，直
接去村里办理贷款业务，金额
快速到账，最高可贷款30万
元，利息仅为6.75%。

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9
月末，试验区已发放农户小额
贷款 22045 户共计 21.73 亿
元，普惠授信已完成基础授信
10万余户，金融扶贫贷款余
额也超过1.5亿元。

“普惠金融的大发展，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科技在
近几年的爆发式增长。成本
下降，效率提高，风险管控水
平提升。”徐诺金剖析，“兰考
模式”的推广，无疑将促使很
多金融服务更平民化、精准
化，促进金融更好为更广泛人
群服务。

“兰考模式”为普惠金融破题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周世龙 文 朱哲 摄影

再次见到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已
是2018年金秋过后。河南兰
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
近两年，硕果累累。

2015年 9月以前，兰考
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今，兰
考人只要拿起手机，就能一键
触及18家银行的164款普惠
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真切改变
着贫困地区民众的生活。

徐诺金介绍，随着兰考脱
贫摘帽，普惠金融“兰考模式”
实施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该
模式已在开封市和河南其他
22个市县推广，明年将要向
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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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定位
做银行圈的“旅游专家”

“‘打造特色化一流银行’
是焦作中旅银行的愿景目
标。我们的特色是旅游！”10
月的郑州，秋高气爽，提及焦
作中旅银行的发展定位，焦作
中旅银行行长游翔这样回答。

游翔频繁出现在不少省
份举办的旅游论坛上。如何
将金融与旅游更好结合，是这
一年里他说得最多的话题。

“背靠中旅集团这棵大树，
我们当然要把旅游这个特色发
展到极致！”谈及旅游，他显得
兴致勃勃，“做旅游特色银行，
就是要做银行圈里的旅游专
家、旅游圈里的金融专家。”

这样的定位，让焦作中旅
银行迅速成为旅游圈的“红
人”，旅游业内诸多机构主动
找上门来谈合作、谋发展。

今年是焦作中旅银行成
立20周年暨更名3周年。数
字的变化，见证了焦作中旅银
行从一叶小舟到一艘巨轮的
转变。截至2018年 9月，焦
作中旅银行注册资本 50 亿
元，资产总额762亿元，内设
22个管理部门、一家分行、

38个营业网点（含总行营业
部），资产、负债、贷款、存款增
速均位居河南省5家城商行
榜首。

城商行转型
胜在特色化和差异化

焦作中旅银行转型秘诀
是什么？游翔认为，城商行转
型要根据所面临的内外环境
变化，分析自身特点和优势，
紧密结合所在区域发展状况，
科学进行战略规划。城商行
转型的重中之重，在于特色化
发展、走差异化发展路线。“大
行追求大而全，城商行专注于
小而精、小而专，避免陷入同
质化发展的泥潭。”游翔说。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焦
作中旅银行才能顶住压力，坚
持“旅游”特色银行定位，充分
发挥集团旅游产业资源优势，
围绕“旅游+金融+互联网”战
略，坚持“先焦作、后河南、再全
国”和“先集团内、后集团外”的
发展路径，全力推进旅游特色
业务，产融结合，迎来劲头十足
的发展局面。

走特色之路意味着创新。
焦作中旅银行围绕做“旅游全产

业链供应商”定位，创新不断。
今年9月，焦作中旅银行

研发的“酒店客房间夜权质押
贷”新产品，在中国金融创新
论坛评选中获对公业务“十佳
金融产品创新奖”。焦作中旅
银行加大旅游产品研发力度，
还先后推出了“景区门票资产
证券化”“智慧景区融资”“酒店
经营性物业贷”“旅行社周转
贷”“旅行社包机贷”及“个人出
境旅游保证金存管”等多项特
色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
需求，先后与国内多家旅游龙
头企业合作，旅游金融服务覆
盖了河南全省18个市地，并延
伸到浙江等10余个省份。

植根地方沃土
方可做大做强

如今，“要融资找中旅银
行”的说法在旅游圈内悄然兴
起。而作为焦作的城商行，中
旅发展壮大的同时，首先受益
的就是焦作本土。

如何更好地支持当地经
济发展？游翔认为，这一方面
体现在对焦作重点项目建设
的支持，近年来，焦作中旅银
行重点支持佰利联、多氟多、

昊华宇航、焦煤集团等重点企
事业单位；支持云台山水库项
目建设；同时积极参与焦作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截至
目前，焦作中旅银行对焦作地
区8个产业集聚区的70余户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逾 20 亿
元。截至目前，焦作中旅银行
在焦作本地有效授信总额达
160亿元，税收跃居全市金融
机构之首。

另一方面，发挥自身特色
优势，强化“三农”服务和小微
金融服务。为此，焦作中旅银行
推出“银行+担保公司+新型农
业主体”形式，支持特色小微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扶贫项
目的建设，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
类贷款政策支持和倾斜。

游翔说，焦作本身是旅游
城市，这与焦作中旅银行的定
位契合。他认为，城商行转型
过程中，一定要立足自身实际，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资源。
近年来，中旅银行一直贯彻乡
村振兴战略，着力于焦作旅游
产业提档升级。中旅银行的旅
游特色金融服务，往往都是在
焦作先行先试后，再推而广
之。焦作中旅银行的努力也得
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

焦作中旅银行行长游翔：

城商行转型重在特色化发展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作
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新范本”的焦作中旅银行，专
注旅游特色发展之路，坚守
“金融+旅游+互联网”的发展
定位，在2018年走出别样风
采，在旅游圈内影响力越来越
大，为城商行的发展趟出一条
特色化之路，成为全国城商行
转型标杆行。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文 朱哲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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