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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校园贷须回归本义

借力政策性信保工具加快“走出去”

中国信保与中水十一局签约合作

豫企“走出去”，风险如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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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观察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骈利辉

11月25日，河南银监局在郑州召
开河南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省农
信联社以“聚焦‘三农’发展，提升金融
服务”为主题，介绍了全省农信社开展
金融精准扶贫，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有关情况。

据悉，省农信社成立于 1951年，
经历多年的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现已成为全省机构网点最多、服
务区域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地
方 性 金 融 机 构 。 作 为“ 支 农 主 力
军”，全省农信社坚持经营管理重心
下沉，按照“小额、流资、分散”的信
贷投放理念，明确立足县域和支农
支小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信贷资
金投放力度，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
的背景下，始终坚持“不抽贷、不压
贷、不惜贷、不惧贷”，积极破解“三
农”发展难题。

围绕金融精准扶贫，全省农信社
积极开展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农
信特色的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道路。
一方面是有侧重地加大信贷资金投
入。省农信联社党委委员、主任助
理林宪振介绍，通过对全省 8103 个
贫困村、576 万贫困人口、430 万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地调查摸底，全省
农信社逐户建立信息档案，制订差
异化的信贷服务方案，把产业扶贫
作为信贷支持重点，把扶贫开发与
推进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找准信
贷投放的切入点，对诸如信阳茶叶、
南阳淅川丹江鱼、三门峡卢氏香菇等
各地的特色产业分类施策，带动脱

贫 。 截 至 10 月
末，53家贫困县县级
行社贷款余额2041.02亿
元，占全省农信社贷款总
额的 34.85%。全省农信社发放各类
扶贫贷款 14.96 万笔、余额 144.20 亿
元。其中，支持贫困村 4190个、贫困
户11.18万户。

另一方面是注重分类帮扶。全
省农信社围绕发展扶贫产业、帮扶贫
困群体、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扶
贫工作重点，细化服务对象，创新服
务方式。淅川联社创新“党群扶贫+”
精准扶贫贷款品牌，对 130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授信 4650 万元，对福森药
业集团等 18家企业授信 1.5亿元，发
展丹江鱼、金银花、香菇、芦笋、桑蚕

等特色产业，带动
贫困户 1100户，人均

年收入增加750元。潢川
联社与县妇联对接，向潢

川县妇联推荐的贫困妇女发放“电子
商务创业小额贷款”172 笔、2800 万
元。卢氏农商行与扶贫办结合，对符
合条件的贫困户采取“贷款+项目+贴
息”帮扶模式，先后发放扶贫贴息贷款
856笔 4741万元，帮助 983户贫困户
发展香菇、中草药、养殖项目脱贫致
富；部分县级行社创新推出农村承包
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
抵押贷款。信阳平桥区联社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作质押，向河南华湘农业综
合开发公司发放贷款 500万元，带动
当地近850名农户脱贫致富。

传统金融网点往往只设置到城
镇，偏远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无法有
效覆盖，造成了农民支付、结算相对
困难。为了将“送惠于民”落到实
处，全省农信社下大力气打通农村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加快农村
基础金融服务向行政村组延伸。截
至 10 月末，已累计布放自助设备
8023 台、POS 终端 105443 台，发展
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10287个、银行
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11841个，覆盖全
省 11809个行政村，金燕自助通达到
17848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全部
对外运行，用户数量达到 558.45 万
户 ，农 信 社 电 子 银 行 替 代 率 达
59.47%。值得关注的是，伊川农商
银行正在积极推进金融便利店建
设，170 家金融便利店已投入营业，
覆盖率和辐射面达到全县 14 个乡
镇、370个行政村。

除“送惠于民”外，全省农信社还
积极“让利于民”，出台优惠政策，多措
并举让普惠金融服务落到实处。为了
满足农村地区客户的用卡需求，省农
信社“金燕卡”自发行以来，一直实行
免开卡工本费、免年费、免小额账户管
理费、免系统内通存通兑手续费，累计
为客户减免各项手续费 58.14 亿元。
同时，大力推广针对农村地区客户的
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在2008年至
2015年间，全省农信社农民工银行卡
特色服务受理金额连续八年全国排名
第一。此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率先
实行跨行转账、异地转账全免费政策，
为农村地区居民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更
加顺畅的使用体验。⑦13

□蔡恩泽

日前，校园贷再次酿出悲剧：常州

市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王斌因校园贷

背上了涉及 20 多名同学的 12 万余元

债务而彻底失联。

作为一种问世不久的互联网金融

产品，校园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野蛮

生长，虽然其初衷是帮助学生完成学

业或助力创业创新，如今却因商业诚

信沦丧而异化成为“迷魂汤”。

得来全不费功夫，刷一刷手机，就

可享受到购物的快乐、提现的惊喜，解

决囊中羞涩的尴尬。由于金融监管机

制的疏漏、学校对学生生活管理的麻

痹大意，从一开始校园贷就潜藏着风

险，部分自控能力较差的大学生们在

校园贷的推动之下，提前消费、盲目消

费、攀比消费等与大学生身份极不相

称的消费观念迅速膨胀，陷入了畸形

消费的泥潭而浑然不觉，乃至消磨了

刻苦学习的意志，在校园贷绑架之下

走向消极颓废的享乐陷阱。

不过，存在即有一定的合理性。把

校园贷视为洪水猛兽，将其妖魔化也有

失公允。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一个

平台，校园贷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只是因

操作者增加了某些限制性定义，如将利

息变为概念模糊的服务费等，使平台的

价值产生了扭曲。平心而论，校园贷便

捷、高效的特点确实也为大学生们解决

了不少资金难题，关键是如何加强监管，

将其引向正轨，在法制的框架下运行。

今年 4月，教育部与中国银监会联

合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各高校建立校

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实时

预警机制，同时，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

贷应对处置机制。4个月后，中国银监

会亦明确提出“停、移、整、教、引”五字

方针对其彻底加以整改。

让“异化”的校园贷回归本义，首

先要坚决杜绝高利贷、暴力催收等问

题；同时，还要培育更多稳健经营、风

控技术完备的消费金融平台，为大学

生提供小额、适度的消费金融产品；此

外，高校也要加强对大学生消费观的

教育引导，积极培养学生的“财商”。

只有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增强风险

意识，才能理性借贷，不被一时的享乐

冲昏头脑。⑦1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屈
昊）11月 23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河
南分公司”）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
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十一
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水十一局是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全资子公司，具有国家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近年来，中水
十一局加快“走出去”步伐，实施质量
效益型国际强局战略。目前 30个在
建项目分布在 12 个国家，施工领域
涉及水利水电、市政、公路、工民建
等。中水十一局希望与中国信保河

南分公司建立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
借力政策性信保工具加快“走出去”
步伐。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与中水十
一局在海外投资、特险、短期险以及
信用风险咨询等方面均保持着密切
的合作关系。中国信保作为中管金
融机构，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职能，
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加强双方全面业
务合作，为企业推进海外项目提供政
策支持和风险保障。帮助企业规避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满足“走出
去”战略中做大做强的保险和融资需
求，从而实现政策性保险和企业的共
同发展。⑦13

□本报记者 赵力文

双汇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洛
阳钼业收购刚果（金）铜钴矿项目及巴
西铌磷矿项目，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
货航股权，中信重工收购西班牙甘达
拉森萨公司，中平能化与俄罗斯伊尔
库茨克石油公司合资……近年来，河
南企业国际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但
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规避和解决海
外投资并购、项目融资、海外工程承包
中产生的纠纷、争端乃至重大风险，是
摆在众多“走出去”企业面前的难题。

11月24日，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河南分公司主办的豫企“走出去”
项目投融资风险管理高端论坛在郑州
召开，50多家河南企业就我省企业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走出
去”企业项目投融资风险管理意识等
话题展开了研讨。

“走出去”既不能盲目，
也不能害怕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河南
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南分公
司主要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已经有
150家规模以上企业走出海外，展开
投资。有来自国家战略支持，企业“走
出去”恰逢其时。

商务部门统计，今年1-9月，我省
境外投资备案项目数量及金额均创历
史新高，办理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项目
有 168个；对外投资中方协议额 42.7
亿元，同比翻了一番。中方协议投资
额 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 21个，
投资额占比91%，主要集中在采矿、农
林牧、制造等行业。其中有代表性的
案例有：栾川钼业对其香港公司增资
18亿美元，并购刚果（金）铜钴矿和巴
西铌磷矿项目；新乡币港皮业投资4.4
亿美元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中非现代畜
牧业循环经济工业区；雷烁实业投资
2亿美元设立香港公司，从事照明设
备研发生产；河南中非达投资1.6亿美
元在乍得设立中乍冶金有限责任公
司；河南中金矿业投资1.2亿美元在塔
吉克斯坦设立中金矿业有限公司。

同时，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
新 签 合 同 额 37.5 亿 美 元 ，增 长

16.1%。新签合同额 1000 万美元以
上的项目有32个，项目主要涉及交通
运输、石油化工、工业及电力工程建设
等。

“对于已经参与或有意谋划‘走出
去’的企业来说，也不要忽略合作中存
在的各种风险，企业‘走出去’要避免
两个极端观点——‘走出去就能捡到
黄金’‘走出去风险太大’，因此企业既
不能盲目，也不能害怕，必须做好风险
管控。”论坛上有专家认为。

海外并购趋于多元化，
宜循序渐进

中国企业为在国内保持竞争力，
激发出对技术、经验、品牌和人力资本
的需求，境外投资于2015年首次超越
了外商投资。目前，“海外并购”和“承
包工程建设”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两种主要业务形式，既有成功典范，
也不乏失败案例。

海外并购所涉及的行业趋于多元
化，从最初的能源与资源业向房地产、
基础设施、食品农业医疗、媒体娱乐、
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扩展。论
坛上有人士预测，中国未来五年将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并购投资者，中
国买家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质

资产，不断提升总体竞争力。
论坛演讲嘉宾、金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熊进认为，境外投资是非常复
杂的系统工程，国际并购需要对市场
规则和法律风险等问题深入了解，如
境内外的合同法、公司法、商法、投资
审查机制、出口管制、审批流程、交易
流程、投标竞买流程等，要做法律尽职
调查，尽可能客观详尽了解目标公司
及潜在风险，为科学决策和估值提供
基础，确定合适交易结构、谈判交易条
件，制订后续整合方案。

熊进建议，企业“走出去”海外并
购，还是遵循循序渐进的策略，从规模
小的投资开始，降低初始风险，了解当
地市场情况，培养团队，形成自己清晰
的战略定位。

承包工程把控能力要
强，须重视合同管理

目前国际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
家，中国企业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
更多是进行承包工程建设，据了解，承
包工程建设中，不少企业遭遇了原本
在国内从未遇到的新难题。论坛上，
披露出的一些中国企业海外工程项目
失败案例，引起现场企业代表深思。

另一位演讲嘉宾、金杜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田文静总结了失利原因。她
认为，这些企业急于打入市场，缺乏商
业考量，对目标国的政治风险、法律和
市场环境缺乏了解和评估，以国内思
维推进国际化；有的企业为拿项目盲
目答应业主条件，合同谈判准备不足，
条件过于不利。

“合同非常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
分。”田文静认为，一个好的合同，相对
合理，能够规范风险分配。企业签署
法律文件要特别慎重，“低价中标、高
价索赔”的打法不一定适用于海外市
场。还有的企业签的合同条件还可
以，但签过字后，合同就丢一边了，缺
乏合同管理。出事时，材料证据不足，
比如因合同延期索赔，却发现工期索
赔材料不充分，打官司时法庭难以支
持。其实，执行合同过程中是可以管
控风险的，建议每做一步，都要保全证
据。

“工程项目拿得越来越多，但价
格越来越低。”田文静表示，做工程总
承包（EPC）会利润高些，是个方向，
但把控项目的能力要强。工程承包
商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适当的项目
模式、精悍的项目团队，充分做好目
标国和项目调研，重视合同文件，加
强执行和索赔，才能把工程项目最终
做成功。⑦1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赵
晏）开车的朋友请留心：郑州又添3家
交通事故保险快速理赔中心，加上原
来的13家，快速理赔中心总数已达16
家，其中航空港区也有了一家。

11月25日，记者从省保险行业协
会获悉，今年以来，为更好地缓解郑州
市道路交通压力、便民利民，尽快实现
郑州市区快赔中心全覆盖。郑州市公
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与河南省保险
行业协会共同努力，合理配置各方资
源，决定新增隆鑫、智通、华强 3家快

速理赔中心。
11月17日、18日、21日，3家快赔

中心分别正式营业。其中隆鑫快赔中
心位于航空港区，填补了航空港区快
赔服务的空白。

省保险行业协会再次提醒：在郑州
城区、航空港区及新郑市区，不涉及人
身伤害、车损在2000元以下、双方都有
交强险的轻微交通事故，双方协商后可
撤离现场，向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无
须找警察，就可以直接到附近的快速理
赔中心办理车险理赔事宜。⑦13

郑州再添3家车险快赔中心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 月
28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上周我省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
富，购销活跃，价格稳中有涨。重点
监测的60种商品中,35种商品价格上
涨，11种商品价格持平，14种商品价
格下降。分大类看，粮食、猪肉、禽类、
蔬菜、水果价格上涨，桶装食用油价格
稳定，蛋类、水产品、食盐、奶制品价格
回落。

粮食价格略涨，桶装食用油价格
稳定。上周全省粮食均价环比上涨
0.37%；桶装食用油均价与前一周持
平。进入冬季，粮油市场消费需求将
有所回升，预计后期我省粮油价格仍
将以稳为主。

肉类价格上行。上周全省猪肉均
价环比上涨 0.07%；羊肉均价环比上
涨 0.22%；牛肉均价环比上涨 0.45%。
随着气温降低，肉类消费即将迎来旺
季，预计后期我省肉类价格上涨的可
能性较大。

蔬菜价格持续上涨。受上周全省
大范围降雪天气影响，蔬菜均价环比
上涨 2.99%。重点监测的 18 个品种
中，15种上涨，3种下降。预计后期我
省蔬菜价格仍有小幅走高的可能。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
果均价环比上涨3.35%。其中葡萄、西
瓜、梨和苹果分别上涨6.92%、6.54%、
3.25%和1.92%。预计后期我省水果价
格将呈稳中微涨的态势。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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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豫企“走出去”项目投融资风险管理高端论坛在郑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