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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昺南 李鹏

“不用跑银行网点，动动手指钱就
到账了，速度快像叫外卖。”7月18日，家
住郑州市金水区东岸尚景小区的赵春帅
兴奋地说。

赵春帅想为女儿购买一架钢琴。由

于刚刚买了辆家用车，加上部分用于投
资的资金暂时无法取出，让他一时捉襟
见肘。得知中原消费金融的消费贷款产
品后，下载了“中原消费金融 APP”，注
册信息后进行实名认证，从开始申请，到
审核、放款等一系列服务全流程线上操
作，2万元贷款到账只用了2个小时。

没有物理网点，无需面对面。作为
正规持牌金融机构，中原消费金融利用
数字化技术，对用户群体精准“画像”、分
类对接，根据不同职业的用户群体推出
相应产品。针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小
微企业和产业基地、园区中的新市民群
体，中原消费金融推出主打线下大额的
柚卡APP，通过专属客户经理服务为新
市民提供更高额度和更加便捷的服务。

针对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
建筑工人等新就业形态新市民群体，除
中原消费金融APP之外，中原消费金融
还在普惠通APP上线了H5全流程普惠
金融产品，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数字科技驱动下，我们希望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中原消费金融
副总经理邵航说，面对分布广泛、数据匮
乏的普通金融消费者，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风控等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在成
为普惠金融服务的新引擎。

推广线上产品，助企纾困解难。今
年 6月，在了解到河南揣而锐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急需贷款时，农业银行河南省
分行利用线上产品“保理 e融”，半天时
间就以应收账款方式在线为客户发放了

292万元的贷款。
“我们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推出了纳税 e贷、首户 e
贷、账户 e贷等产品。”农业银行河南省
分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传林说，目前，
全行已形成了涵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线上信贷产品体系，有效满足了企业
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融
资需求。

“普惠金融目标对象群体往往存在
单笔业务金额低、线下作业成本高、风
险管控难度大等特点。”张传林介绍，线
上数字科技的运用极大地降低了普惠
金融的展业门槛和运作成本，从而实现
了传统金融业务模式无法实现的经济
效益。6

□本报记者 王昺南

山西的尿素、青海的纯碱、内蒙古的铁合金……烈
日之下，一批批货物在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有限公司
内集散，然后销往全国各地。“锰硅和硅铁是冶金化工
的重要原材料，通过安阳枢纽集散，可以在 80公里的
运输半径内服务河南安阳、河北邯郸等重要钢铁工业
城市。”7月16日，安阳万庄执行董事赵一博说。

作为郑州商品交易所尿素期货交割库，安阳万庄
化肥储备量常年维持在10万吨左右，为稳定区域化肥
价格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安阳万庄发挥自
身优势，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进行有效连接，积极参
与尿素期货“商储无忧”项目，不仅实现了尿素储备过
程中相关风险的对冲，也保障了春耕用肥需求。

“安阳万庄交割库的设置，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当
地更多实体企业参与到期货市场中，另一方面，在货物
交割过程中，大量人员、货物、资金在此集聚，可带动当
地金融、商贸、仓储物流等产业的发展，拉动周边地区
经济发展。”安阳万庄副总经理靳进宝说。

位于郑州的河南豫棉物流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棉
花物流仓储的现代化大型物流企业，是郑商所指定的
棉花期货交割库。目前，经该公司中转的棉花已辐射
到山东、安徽、湖北、陕西、江苏等省，豫棉物流已成为
全国有影响的棉花集散地、货物中转地和物流基地。

豫棉物流充分发挥其交通运输优势，打造河南省
棉花物流配送龙头企业。在公司副总经理姚依森看
来，豫棉物流交割库的设置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经营
结构的调整。同时，带动当地与其相关的餐饮服务、运
输服务、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进一步繁荣城乡经
济，带动城乡富余劳动力就业，对增加就业岗位、促进
就业、提高企业收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河南共有郑商所指定交割仓
（厂）库35家，数量居全国第三位，涉及尿素、棉花、强麦、
普麦、花生、红枣、苹果、锰硅等11个期货品种，分布在郑
州、安阳、焦作、开封等14个市。

“期货市场对商品、信息、机构、人才、资金等有巨
大的凝聚作用，交割库的设置将进一步带动周边企业
参与到期货市场中，从而提高当地经济效益。”郑商所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距市场近，信息获取便捷，交割
库为当地企业提供了便利的避险通道，有助于当地企
业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更好地锁定生产经营成本
和利润，助力企业稳健经营。③9

□本报记者 王昺南

“公司借助郑商所综合业务平台进行红枣期货标
准仓单交易，可以实现当日交易当日资金清算，这是
原来在现货购销业务活动中较少出现的好事情。”7
月 18日，好想你物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楚国俊说，郑商
所场外综合业务平台引入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
期货标准仓单“仓单交易”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业
务操作效率，还大幅降低了产业企业资金成本。

作为红枣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好想你需要长期
持有一定量的库存，并支出相应的仓储和资金利息成
本。“以往，红枣产业企业难以通过抵押现有库存的方
式在现货市场进行贷款融资，面临较大的资金周转压
力，而且成本较高。”楚国俊说，如今，企业可以通过郑
商所综合业务平台进行红枣标准仓单场外仓单交易业
务，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利用标准仓单获得资金的门槛
和成本，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何为标准仓单交易业务，如何为企业提供便利？
业内人士介绍，标准仓单在期货交易所注册登记，是
一种受到金融机构高度认可的有价证券。企业与银
行达成仓单回购协议后，将持有的仓单通过综合业
务平台卖给银行并获得相应货款，到期时，再按回购
价格向银行买回仓单。

郑商所平台期货标准仓单交易业务 2018年 3月
30日上线以来，为产业企业盘活相关商品期货仓单、
灵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多种便利操作渠道与投
资组合，有利于产业企业稳健经营。截至2022年 5月
底，期货标准仓单交易累计成交货物441.5万吨，成交
额达448.5亿元，为102家企业提供资金227.2亿元。

“期货标准仓单交易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为银行提
供了直接面对产业客户的标准仓单服务渠道，开创了银
行参与期货市场的新模式，为企业在采购、销售和盘活
库存等环节引入银行资金。”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郑商所将继续探索丰富中小企业利用标准仓单获
得资金支持的业务模式，为产业链上资金较紧张的生
产、消费、贸易等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6

本报讯（记者 栾姗）7 月 20
日，河南日报金融周刊“财知道学
堂”第三期开讲。北京大成（苏州）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跨境投资
和贸易专业委员会主任陈芍开，以

“QDLP对外投资基金法律观察”为
主题，在“财知道学堂”顶端号上直
播精彩演讲。

据介绍，QDLP即“合格境内
有限合伙人”，指取得QDLP试点
资格的境外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在境内面向属于合格投资者的境
内自然人、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
并设立境外投资基金，在对外投
资额度范围内，进行境外投资的
制度安排。陈芍开主讲的“QDLP
对外投资基金法律观察”课程，依
次回答什么是QDLP、成为QDLP
条件有哪些、QDLP有什么特点、
QDLP基金发行设立情况是怎样
等问题，助力企业参与境外投资、
寻求国际经济合作。

“财知道学堂”是慕课共享平
台，以“启蒙金融思想、传播金融知
识、提升金融素养”为宗旨，吸纳各
界优质金融课程，帮助大众不断学
习和提升金融技巧。目前合作伙
伴有中原金融博物馆、顶端新闻、
国资讲堂等。第三期“财知道学
堂”由郑州市郑东新区金融服务局
和中原金融博物馆联合主办、并购
交易师培训与认证中心协办的“中
原金融大讲堂”第 19期提供内容
支持，累计 16.34 万余人在线观
看。中原金融博物馆位于郑东新
区基运投资大厦，是全国 11家金
融博物馆成员之一，也是业界打造
学习、观摩前沿金融理念和知识的
重要交流平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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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数字科技 下沉普惠金融

□本报记者 曾鸣

“在幸福院，我们这群老年人可以
一起吃饭、聊天、锻炼，吃喝玩乐啥都
不缺，身体和精神都好多了。”7月 14
日，晚饭后，托养在武陟县北郭乡蔡庄
村慈善幸福院的张财旺老人，跟着工
作人员在做趣味运动。“在这里住了一
年多，在外打工的儿女也少操了好多
心。”他说。

蔡庄村慈善幸福院只是武陟县
185 家农村慈善幸福院的其中一所。
近两年，在国开行河南分行资金支持
下，武陟县打造了14所高标准、高规格
的村级慈善幸福院，新增养老床位700
张。同时，利用社区闲置资源，采取购
买、置换、租赁、转换等方式，建成运营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8所，满足
了老年人日常就餐、生活照料、休闲娱
乐等服务需求。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
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也是利用
开发性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目标。”近日，国开行河南分行认真贯彻
河南省政府《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意见》等决策部署，利用开发性金
融养老服务专项贷款等政策产品，向武
陟县发放贷款1亿元，创新支持全省首
个医养结合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在河南成功落地。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47亿元，
计划建设14所村级慈善幸福院、5所乡
级特困供养机构（乡镇敬老院）和 1所
县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中心，共设置

1153张养老床位，可惠及武陟县 60岁
以上老人11.7万人。

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融制融资融
智”优势，国开行河南分行深入调研、主
动作为，与武陟县多次对接会谈，在“普
惠性养老”的主题下，打通养老机构与
医院之间资源割裂的状态，致力于实现
当地老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提升老
年人生活质量。

“下一步，国开行河南分行将继续
秉承‘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使命，以
人民银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为契机，
深入挖掘各地养老服务需求，开发落地
一批优质、特色养老项目，服务好国家
战略，推动河南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
高质量发展。”国开行河南分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6

金融助养老 守护“夕阳红”

□本报记者 王昺南

2021年，我省新增境内上市公司
11家，数量创历年最高，有力支持了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上市公司年
报有哪些亮点？盈利状况如何？近
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在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宝晶新材料生产车间内，三四名工人
操控着几十台机器，紧张而有序地忙
碌着。“现在都是电脑控制机械化生
产，一名工人就可控制十几台机器。”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已
安装行业最先进大型金刚石合成设备
600多套，产业规模、装备水平及市场
占有率都位居国内前列。

作为国内少数掌握宝石级金刚石
黄钻与白钻合成核心技术的企业之
一，力量钻石围绕市场需求，坚持创新
研发，每年研发费用投入占年销售收
入7%以上。

3月 8日，力量钻石科技研发中心
项目开工仪式在商丘
举 行 。 该 项 目 占 地
191亩，可年产培育钻
石 150万克拉，实现产
值 30亿元、利税 10亿
元，建成后将争创国家
级超硬材料研发中心，
在超精加工、智能制
造、新能源、半导体器
件、新型功能材料等方
面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科技创新为企业

的高增长奠定基石。2021年，力量钻
石实现营业收入 4.98亿元，同比增长
103.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8.17%，净利润增幅在豫股“新军”
中位列第一。

事实证明，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
我省新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动
力。创业板上市公司河南凯旺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子精
密线缆连接组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在日前召开的业绩说
明会上，公司负责人介绍，2021年，公
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
增 长 20.99%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40.67%。

“去年境内新上市豫股，几乎都有
‘专精特新’基因，涌现出以力量钻石、
凯旺科技、拓新药业、同心传动为代表
的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省社科院助理
研究员赵中华介绍。

在科技创新加持下，豫股“新军”

营收、利润表现亮眼提气。11位新成
员2021年均实现盈利，合计实现净利
润超过 13亿元，其中 6家企业净利润
正增长。除了力量钻石净利润增幅第
一外，蓝天燃气、翔宇医疗、千味央厨
和凯旺科技的净利润也表现为正增
长，其中凯旺科技、蓝天燃气、千味央
厨 同 比 增 幅 比 较 明 显 ，分 别 为
34.26%、26.45%、15.51%。此外，在
我省新上市公司中，7家企业的营业
收入同比正增长。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创新力
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此
同时，我省聚焦新基建、新技术、新材
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重塑高端
创新平台体系，培育壮大科技创新主
体，逐渐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
力的‘专精特新’企业，增强了我省上
市企业的后备力量，提升了豫股含金
量。”赵中华说。③4

豫股“新军”集聚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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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7月 22日，河南省管企业
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大赛在郑州举行。

此次比赛由省政府国资委主办、河南铁建投集团
承办，旨在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国企故事，激励和
动员广大干部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
略”，昂首阔步迈向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征程，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来自省管企业的12名选手入围决赛，选手们紧扣
主题，讲亲历故事、谈工作实际、说内心感受，立足岗
位、以小见大，用真挚的语言讲述“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生动故事，展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昂扬姿
态和精神风貌。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要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不断汲
取精神力量，提升理论宣讲能力，将不断创新话语方式、
加强传播手段，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6

省管企业党的创新
理论宣讲大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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