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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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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小微，打造供应链

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更“精准”

□

信息时报记者 陈周琴

一直以来，面向个人及企业的“两小”借贷服务，就是不少新金融企业的客

群定位，而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新金融企业对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越发“精

准”。 与传统金融不一样的是，新金融行业的普惠金融服务更注重线上发展，通

过在线精准获客，结合线下风控考察，使得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模式更贴合未

来发展方向，也逐渐探索出了更精细化的供应链模式。

众所周知， 由于借款金额有明确

限制，新金融企业的“两小”服务相比

银行而言，放款规模更小，客户群体也

相对更为“下沉”。举个小商户的例子。

南宁的蒋悦夫妇从事快消品经销生

意， 主要做各个饮料品牌的区域二级

分销，给实体小超市、小卖部和书报亭

提供货源，是典型的“夫妻老婆店”。为

了满足存货的需求， 蒋悦夫妇租赁了

500 多平米的库房，经过几年的发展，

积累了 400 多家大大小小的线下用

户， 每天库房里进进出出的饮料有成

百上千箱，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

但是，由于饮料快消品流动快，资

金周转也快， 为达到生产商折扣的门

槛、降低成本，蒋悦有时单月进货需要

的周转资金就得三四十万元， 遇到夏

季雇佣工人多、进出货量激增的时候，

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在所难免。为此，

蒋悦曾向银行申请借款，但周期过长、

抵押率较低，最终放弃了，但在接触了

新金融企业后，3 年间，她已在网贷平

台积木盒子上完成了两次周转

融资。

“上述这种‘夫妻老婆店 '

只是很多小生意群体的一个缩

影， 做小生意的特点就是资金

周转效率高， 他们最在意的就是融资

的效率和额度，都希望放款快，能解燃

眉之急。如果时间太长，也许就错失了

生意的机会。 像蒋悦如果进货不及时，客

户要货给不了，那么她好不容易积累的客

户可能就会流失。所以相比于银行等传统

金融机构，效率高、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更

能满足小生意群体的需求。 ” 积木盒子

CEO谢群表示， 了解到蒋悦的借款需求

后， 信贷员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尽责调

查，如查看仓库大小，清点存货数量，核对

进出货单子、银行流水、工人的工资凭

证等相关信息。

不过， 实地尽责调查只是第一重

数据交叉验证， 积木时代信贷员获取

的线下数据还需再与积木盒子获取的

线上数据进行第二重交叉检验。 双重

验证之后，符合风控要求的蒋悦，通过

积木盒子平台面向广大互联网金融投

资者发布了 10 万元融资信息。整个过

程在 2 天内完成。

其实， 类似蒋悦的案例在新金融

行业并不少见，除了“两小”之外，也有

部分平台开始尝试农村金融等更为小

额、分散、下沉的业务。如京东数科、理

财农场、PPmoney 等。根据京东数科于

2018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统计，京

东数科已累计服务 20 万中小微企业，

贷款总额近 5000 亿元，帮助节省融资

成本最高达 50%； 在全国 1700 个县、

30 万个行政村开展各类农村金融业

务；截至 2018 年 6 月筹建农村金融小

站近 6000 家，覆盖 28 省超过 1100 个

区县，服务乡村用户超过 1600 万人。

线上线下相结合 新金融普惠业务更下沉

目前，经济转型持续升级、产业结构

深入调整，实体企业金融需求日益增长，

伴随“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引导，

近年来兴起的新型融资模式———供应链

金融， 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一条重要途

径。 该模式的特点是以核心企业为主要

抓手， 让普惠金融服务渗透到整个供应

链条上， 从而提升普惠金融业务的效率

和覆盖率。

物流产业链条上的张师傅， 就是一

个很好的案例。 据悉，张师傅是长久物流

山东-西北运输线路上的一家承运商，今

年是张师傅做长久物流承运商的第五个

年头，他的车队也从一开始的“夫妻店”

变为现在有 14 名员工的团队。“以前人

少， 运输量也少， 各项开支尚能自己应

付。 现在企业有了点规模，资金周转反而

成了难题。14 名员工的工资，运输车辆的

维修费、路桥费、油费等费用，一年得有

近千万的运输成本。 ”张师傅说，一般接

一个订单，3 个月后才能结算， 这期间的

每个环节都要先行垫付费用。 由于运输

行业通常缺乏抵押物、经营规模也不大，

为了融到运营资金，张师傅没少犯难。

就在张师傅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时，

开鑫金服旗下开金中心与长久物流开展

深入合作，通过盘活应付账款，提前兑现

运输款， 为长久物流的承运商提供精准

融资服务， 也使得在长久物流链条上的

张师傅及时获得了第一笔款项。“以前每

贷一笔款，都要跑到线下网点，很浪费时

间， 放款也要 1 个月左右。 现在最快 24

小时以内就能收到钱， 且借款成本也相

对较低。 ”张师傅说，现在他即便身在运

输途中也能申请到融资， 大大降低了运

营压力，他打算将省下来的费用攒起来，

计划明年将自有运输车辆从 32 台增加

到 40~50 台。 据悉，目前开鑫金服通过与

核心企业深入合作的方式， 研发供应链

金融系统， 可为核心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上

的小微企业用户解决各类融资难题。其研发

的供应链系统通过直连核心企业的 ERP系

统，进行高效、准确的数据交换，读取上下游

企业与核心企业真实贸易往来， 判断应

收账款的真实性并进行冻结， 为借款人

按期到时还款提供更多保障。

目前， 通过供应链方式开展普惠金

融业务的科技企业也不在少数， 但不同

企业专注的领域有所区别。 例如，同样是

以供应链金融见长的益邦控股， 主要聚

焦大健康产业。

近期下发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应“研

究促进中小企业依托应收账款、 供应链

金融、特许经营权等进行融资”。 而目前

国内普惠金融发展也已呈现出服务主体

的多元化、 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以及服务

覆盖面广等特点，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技

术的普及，行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速度，

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降低

金融服务成本的问题。“科技手段是开展

线上化供应链服务系统并对外输出的基

础核心， 也是提高普惠金融效率的核

心。 ”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表示。

核心企业为抓手

供应链金融助力

普惠金融产业化

做好精准扶贫的大文章， 离不开金融

活水的引入浇灌。 广发银行分管零售业务

的副行长宗乐新认为，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

置到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满足

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是商业

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作为国内首

批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年来，广发银

行主动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产品服务创新，

大力践行普惠金融的发展理念， 不断探索

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的创新模式。

万事开头难， 广发银行金融精准扶贫

工作并非一蹴而就，扶贫工作经验不足、产

品体系缺失、人员配置不足，曾让这项工作

陷入僵局。 该行的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为将信

贷资金精准对接贫困地区融资要求， 广发

银行通过一套“加减乘除法”，实现全流程

管理，提升精准扶贫实效，提高客户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加法指的是服务加码。 为克服贫困地

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弊端，广发银行

将服务半径从银行厅堂柜台延伸到乡间

地头，致力为贫困农户提供细致贴心的金

融服务，树立了行业新的标杆。 遇到身体

不便的客户，广发银行客户经理会上门入

户为客户进行业务开卡及尽职调查，为困

难群众、帮扶群体开展精准扶贫信用贷款

授信工作。 减法指的是流程简化。 面对贫

困农户缺乏相应资产资质证明和征信支

持体系的问题, 广发银行以高度的责任感

出真招、想实策，重新梳理业务流程，简化

审查审批材料要求，保障农户扶贫贷款的

高效批复， 确保扶贫贷款资金到位及时、

使用规范、投入精准。 乘法指的是信贷支

持升级。 广发银行落实“公私联动”的经营

策略，不断丰富信贷产品体系，加大对农

村振兴的信贷支持力度，除了针对农户个

人的小额信用贷款， 还推出如政采贷、电

商贷等针对法人的金融产品及服务，结合

农村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

产业基金等项目，通过金融扶贫信贷手段

支持产业发展，为农业农村及城乡融合发

展项目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除法指免除后

顾之忧。 对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脱贫攻坚期内保持扶贫小额信贷支持

政策不变，力度不减，以保证生产延续性，

巩固扶贫成果，使贫困户融入产业发展并

长期受益。

广发银行探索金融精准扶贫的模式逐

步成熟，宗乐新表示，未来这一模式，有望

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进一步复制推广，造

福更多贫困农户。 广发银行将继续围绕政

府+金融+农户的模式，积极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手段， 集中优势资源不断加大金融

精准扶贫力度， 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民群众、弱势群体和贫困个体。

做好“加减乘除法”

探索精准扶贫的“广发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