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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中原消费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消费

金融”）的实时数据大屏幕旁边，

一个背景墙上悬挂的23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软著证书，似乎

在书写着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底

气；监控大屏显示平均 7.5秒产

生一笔小额贷款，记录着公司践

行普惠金融的点点滴滴。

中原消费金融，这家诞生于

中原的全国性消费金融公司，成

立三年来，在自身内生动力与外

界市场需求的叠加驱动下，表现

出旺盛的活力，以笔均 4000多

元的额度，让超过550万名中低

收入消费者享受到正规、高效、

透明、便捷、可负担的消费金融

服务。

中原消费金融已经成为普

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好帮手，成

为促进消费升级的加速器，更成

为同业眼中闪亮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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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
追求卓越的中原消费金融更不会躺在
过去的“成绩单”上睡大觉。在周文龙
看来，国内消费金融行业经历了 10年
发展，正式告别了爆发式增长，进入了
重新洗牌的“下半场”，公司高质量发
展成为必选项、必答题。

为了迎接未知市场，中原消费金
融除了坚守科技立本、合规经营，在发
展图谱上又增加了“开放合作”这一新
的法宝，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先
进的技术，寻求高质量合作，寻找优质
资本，目的是为更多人提供优质的普
惠金融服务。

为了吸收先进技术，中原消费金
融先后与阿里、百度、京东等科技巨
头同批加入企业级 DevOps 赋能(共
促)计划，大大提升了整体研发效能；
与北京长亭科技联手打造安全实验
室，构建最牢网络和信息安全“防火
墙”；与河南电信、腾讯云建立战略合
作，不断完善核心系统建设，持续完
善智能化、数字化、多元化、精准化的
发展体系。通过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持续打
造、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为金融贷
款发放提供全流程服务，涵盖获客、
运营、风控、客服和贷后管理等全环
节，帮助把业务的各个环节打通串
联，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发展闭环。当
前，中原消费金融已经成功获批了

“达布牛系统”“歌者系统”“离线数据
仓库”“破壁系统”“实时数据系统”等
几十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技术继续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在智力合作方面，中原消费金融
先后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数据
研究院等科研院校深入合作，为公司
发展积攒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今年 5月 24日，公司与上海大学共同
建立了国内首个消费金融品牌研究
院，旨在借助高校智力资源，推动正
规持牌金融机构的优质服务向优质
品牌转化。

越努力，越幸运。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国家金融开

放的政策利好支撑下，中原消费金融
获得了外资机构的青睐。2019 年 9
月 29日，中原消费金融变更注册资本
和调整股权结构的方案通过河南银
保监局的核准。在保持公司原有股
东中原银行和上海伊千网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不变的基础上，中原消费
金融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新的战略
投资者——华平投资作为新股东，公
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 20亿元。

华平作为全球知名的机构，总部
位于美国，秉持长线投资的理念，致
力于发现并与优秀企业合作共赢，曾
投资于国美电器、红星美凯龙等行业
龙头，目前投资有中国华融、蚂蚁金
服、华宝基金、中通快递、神州优车等
50多家领军企业。双方“结缘”后，有
助于中原消费金融广泛、深入地拓展
消费场景布局，未来必将起到“强强
联合”的效果。中原消费金融今后将
在公司战略发展、治理结构、人才招
聘、业务发展等各方面向华平取经，
及时准确把握监管方向，深入领会监

管政策，促使公司在业务发展方面更
加稳健。中原消费金融在完成增资工
作后，经过数月深入讨论后制定了第
二个三年发展战略规划。

网络巨头、知名高校、国际知名投
资机构为何不约而同牵手中原消费金
融？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是最好的
诠释。

市场化的机制，平均年龄只有
29 岁的活力团队，超过 50%的技术
人才结构，开放包容的公司文化，合
规经营的发展理念，普惠金融的发
展追求……中原消费金融的诸多标
签足以证明，它是属于年轻人的、服
务多数人的、属于未来的现代服务
业。

三年来，中原消费金融变了很多：
办公场所变得更美，公司体量变得更
大，服务能力变得更强，产品迭代变得
更快。

三年来，中原消费金融依然没
变：致力于普惠金融的初心不变，坚
持高质量发展之路不变，坚守合规经
营的底线不变，坚持开放合作的心态
不变。

一直改变，坚守不变。
周文龙表示，在公司母行中原银

行迎来成立五周年之际，公司将用更
多的实际行动为母行高质量发展献
礼，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未来，一个发展更优、品牌更响的
中原消费金融将在中原大地散发出更
加明亮的光芒！

坚守初心 践行普惠金融
——写在中原消费金融成立3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静伟

2016 年 12 月 30 日，由中原银行与
上海伊千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发起设立的中原消费金融公司正式揭
牌开业，初始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这
标志着消费金融公司这种新型非银行金
融机构形式在我省实现了零的突破，目
前仍是我省唯一的持牌全国性消费金融
公司。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原消费金融出
生在“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彼时，国内消费金融业已经恣意生
长了六年，作为全国范围内开业的第 18
家消费金融公司，中原消费金融并没有
抢占到行业发展的先机。一出生就要面
对 P2P网贷“李鬼”横行，“校园贷”“套路
贷”不断搅局的复杂生态。不设物理网
点，依靠网络向中低端人群提供普惠金
融服务的中原消费金融，常常被消费者
误认为是 P2P网贷平台，谈之色变，避之
不及。

在常人看来，混乱的市场，趋严的监
管，是中原消费金融必须面对的第一道
生存难题。

不畏浮云遮望眼，中原消费金融董
事长李玉林敏锐地觉察到，看似短期的
困难，也是天赐发展良机。李玉林说：

“网贷平台横行，说明市场潜力巨大；监
管趋严，实际是为正规优质机构扫清障
碍。”他坚信，在消费升级成为趋势的当
下，正规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经历大浪
淘沙之后，必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在公司成立伊始，他带领团队绘就
了发展蓝图：中原消费金融定位为一家
金融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实现获客、风控、稳健
发展，践行普惠金融服务消费升级。

未来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欲
将蓝图变通途，并非一蹴而就。

公司地处中原腹地，不沿边、不临
海，在常人看来，这里既没有金融产业优
势，也不具备强势的互联网基因，更没有
一线城市对高端人才的虹吸能力。作为
具有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双重属性
的消费金融如何在这块洼地实现从 0到
1的突破？又如何在复杂的行业生态中
做到逆势崛起？

“背靠中原银行的雄厚资本支持，纳
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原消费金融总经理
周文龙说，人才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因素，
有人才，企业才能有未来，请“媒人”牵
线撮合，自己登门拜访、深夜越洋视频连
线……中原消费金融用热情、真情请来
了海外名校的博士、大银行的风险防控
官、互联网巨头的技术骨干。当前 400
名优秀人才聚集在这里，其中超过一半
为 IT、大数据、风控等科技人才，他们大
多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拥有在
IBM、阿里、京东、华为、爱奇艺等公司工
作的背景。

在这里，看到前景，得到提升，英才
惜英才，顺势而谋事，公司发展有了底
气。“自从公司开业以来，我们几乎没有
核心人才流失。”周文龙在一次采访中向
记者说。

台子搭起来，台上有角才能好卖
座。在中原消费金融这个舞台上，科
技是动力，合规是基石，两个“主角”相
互成就，推动了中原消费金融稳健发
展：2016年 12月 30日正式揭牌开业；
2017年 5月 25日，中原消费金融APP
上线；2018年 2月 9日，注册资本由 5
亿元变为 8 亿元；2019 年 9 月 29 日，
中原消费金融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0
亿元，在全国同业中位列第 5；截至目
前，已为超过 550 万用户提供了“小
额、分散”的消费金融服务……

据记者了解，消费金融服务的客
户中，多数是银行顾不上服务的中低
收入人群或者偏远地区人群，包括刚
步入社会的高校毕业生、年轻家庭、农
民等群体，其中有不少还是“信用白
户”，贷款需求集中在“衣、食、住、行、
用”等日常消费方面，少则几百元，多
则几万元。小额、高频、无抵押、无担
保，与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有很大不
同。如果还按照传统信贷模式做服
务，成本高，效益低，风险不可控、没有
任何竞争优势，公司发展必然没有出
路。

中原消费金融成立之初就确定了

打造科技驱动型消费金融公司，坚持
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及规范化的业
务发展模式，从获客能力、产品创新、
风险控制等方面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实践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已运用
到信贷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全流
程：“贷前画像”“贷中精细化管理”“贷
后预警”，让金融服务更便捷，服务成
本更低廉，风险防控更可靠。

依靠上千个维度的大数据风控模
型，实现了 98%以上的自动化审批放
款，九成以上的业务是秒批，打破了传
统金融服务的时间、地域限制。截至
目前，中原消费金融累计放款已经超
过1300万笔。

从 2017年起，中原消费金融的业
务全面铺开，到如今，按照监管的要
求，该公司结合消费场景提供服务，通
过互联网接口进入零售、3C、出行、家
装等场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体裁
衣”提供服务。

科技创新让公司稳健发展走上
“快速路”，合规意识让公司稳健发展
“行得远”。

中原消费金融服务中低收入人
群，具有天然的普惠金融属性。在周

文龙看来，低收入人群面对消费也存
在“盲目性”“冒险性”，为了避免偿还
能力不足的消费者陷入财务危机，中
原消费金融本着“当帮手”“不添乱”原
则，坚守“合规”这个红线不逾越。

2017年 3月 31日，中原消费金融
成立了党总支，在公司的各个条线建
立了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团队树立合规
意识。此外，中原消费金融又先后制
定了《员工合规手册》《内部控制评价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通过建章立
制，将内部评价、案防、经济责任审计、
问责、监督举报、反舞弊等落到实处，
将有可能侵害消费者的潜在行为关在

“制度的笼子里”。组织全公司员工签
订《合规及案件防控责任承诺书》、观
看警示教育片、开展合规征文比赛以
及自查工作，“时时合规”“事事合规”、
处处维护用户权益已经成为公司员工
的行动自觉。

三年来，稳健发展成果丰硕，中原
消费金融各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良好，资产规
模、品牌指数、服务手段等指标呈持续
稳步上升之势。

艰苦创业1

稳健发展2

坚定前行3

●中原消费金融是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省唯一的持牌全国性消费金融公司。

注册资本20亿元，全国同业中位列第5，
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践行普惠金融服务消费升级。

400名优秀人才聚集，

50%的 IT、风控技术人才，

员工平均年龄29岁，

获得23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著证书。

●中原消费金融对社会的贡献如何？

平均7.5秒产生一笔小额贷款，

笔均贷款额度4000多元，
帮550万名中低收入消费者享受到正规、

高效、透明、便捷、可负担的消费金融服务。

累计放款已经超过1300万笔。

98%以上的自动化审批放款，

九成以上的业务是秒批。

公司员工代表到黄河滩区开展植树活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添一份绿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公司全体党员到焦
裕禄纪念馆参观学习

公司员工平均年龄29岁，激情无限，活力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