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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调动大行积极性

“要提高全社会的普惠金融的贷款投放量，还

需进一步调动大型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积极

性。 ”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章更生认为，大型商

业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潜力还有待挖掘。 大型商

业银行机构覆盖面广，资金实力强，科技水平高，风

险管控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好，有条件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业务。

“今年以来大行普遍加大了在普惠金融领域的

投入。 ”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称，

一是小微、双创领域有较大的融资需求；二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进也会催生全新的普惠金融的服务需

求； 三是近来政策层面加大了对普惠金融领域的支

持力度，例如税收扣除、定向降准、资本占用优惠等

等也促进了银行在该领域的投入。

在武雯看来， 大行在普惠金融方面可以享受到

税收扣除、定向降准等实际利润，同时借助金融科技

的应用， 大行亦可有效的解决好普惠金融现有业务

模式和审批流程中的风控短板问题。

章更生建议， 需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调动大型商

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一是继续给予定向

降准激励，进一步加大力度，使普惠金融的贷款投放

增多，释放的存款准备金增多。

二是不要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

管控过严。 他说：“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损失率

高是客观事实，高风险需要高收益去弥补。大型商业

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过去最高也就7%左右。如

果这一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还要下降， 那就影响大

型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势必不利于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

三是使尽职免责真正落到实处。 尽管这方面比

过去大有进步，但总体而言还应进一步改进，特别是

各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时宽严标准相差较大。这个问

题如不解决，基层银行惧贷的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

王兆星表示， 银保监会今后将继续推动相关政

策措施尽早落实落地， 其中包括进一步激发银行基

层机构人员服务民营企内生动力，降低对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贷款抵押的依赖，更多地根据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的财务、诚信和管理发放更多的信用贷款。同

时，要提高贷款时效，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更好地满

足民营企业资金需求。 为了更好地支持银行保险机

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监管还将要求银行保险

机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尽职免责机制， 帮助

银行机构及其员工敢贷愿贷，支持民营企业。

“大银行” 掘金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王凯文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随中国银行业协会走访福建调研时了解到，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

分行开展如住房租赁、三农普惠等，构建普惠金融生态圈，触达“最后一公里” 。 这是“大银

行”发力普惠金融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向

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频出，加码布局普惠金融已

成为银行业界共识。 业内人士认为，今后需进一步调动大型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

积极性，充分发挥大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利率比同业机构低的优势，降低市场整体

的普惠金融利率，从而推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解决。

大银行掘金小市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随中国银行业

协会走访福建调研时发现， 建设银行福

建省分行积极践行“要租房，到建行” 的

口号，打造住房租赁平台，满足城市新市

民需求。 建行福建省分行今年7月推出了

“CCB建融家园·云集公寓” 。 进入其样

板间，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4个独立卧室，

均配备了书桌、 床、 衣柜等生活必须家

具，并均附有独立卫生间。 围绕长租客户

住房需求，建行福建省分行打造租房、消

费、家居等全链条生态服务模式，聚合支

付、慧兜圈、龙支付等多产品的整合，发

布“建融家园” 龙卡，深耕“CCB建融家

园”租房生态圈建设。

建行福建省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副

总经理吴韶隽表示：“建融家园·云集公

寓”这些房间单价均在1300元—1600元

/月。如果是家庭租户，则可以以3000元/

月左右的价钱整租较小的户型。 其租金

持平于周边小区的租金。目前，云集公寓

项目房源已在建融家园平台上线891套。

吴韶隽指出，建行福建省分行通过加

强与政府、企业合作，整合房源供给，积极

推动家庭式的长租产品，满足城市新市民

需求，保证房源稳定长租，提升租户幸福

指数。目前，该行“CCB建融家园”已相继

在福州、龙岩等地落地，住房租赁综合服

务平台上线房源超过10万套。

在扶持小微方面，建设银行“小微

快贷” 已建立起产品体系，以云税贷为

例， 福建诺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吕桥林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年由

于多方因素影响， 上游企业回款周期从

一个月拉长到了三个月左右。 而下游供

应商又需要现结， 自己企业资金周转很

有压力，规模也无法扩展。 他说：“多亏

了建行的云税贷，直接与税务局联网，只

要企业有良好的纳税记录， 就可以申请

贷款，在线就直接放款。 ”

截至9月末， 建行福建省分行累计

向超过2.14万户小微企业发放“小微快

贷”贷款232亿元。

除建行外， 其他国有大行也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发展普惠金融。 例如，通过

提高渠道覆盖的普遍性、 强化金融服务

的普及性、完善产品应用的普适性，农业

银行普惠金融覆盖面增加明显。 数据显

示，截至三季度末，农行县域发放贷款和

垫款总额达39,447.39亿元， 较2017年

末增加3,763.76亿元，增长10.55%。 县

域不良贷款率为2.12%， 较上年末下降

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45.79%，

比上年末上升34.49个百分点。

中国邮储银行副行长、三农金融事业

部总裁邵智宝表示：“通过建立总行统筹、

省行负责、 市县支行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强化各级银行一把手第一责任，邮储银行

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

截至今年6月末， 邮储银行累计发放

扶贫小额信贷近20万笔， 金额近80亿元，

结余近19万笔，金额近75亿元，余额较年

初增长超过17亿元，增幅超29%。 累计发

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1235亿元，服务

43万人次。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含已脱贫

人口贷款）余额703亿元，较年初增长87

亿元，增幅14%，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布局普惠金融成共识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

政策。 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

业提供贷款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频出。 当今

加码布局普惠金融已成为银行业

界共识。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潘光伟指出，当前各类银行业金

融机构明确市场定位，推进战略

转型。 大型商业银行充分发挥

“头雁” 效应，深入推进普惠金融

事业部建设，建立综合服务、统计

核算、风险管理、资源配置、考核

评价等“五专” 经营机制，提升普

惠金融服务能力。

潘光伟表示，目前国有大型

银行已在总行层面和全部185家

一级分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股份制银行结合自身业务特点，

加快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设有5000余家扎根基层、服务小

微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地方性

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服务地方经

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 继续

下沉经营管理和服务重心， 重点

向县域、 乡镇及金融服务薄弱地

区和群体延伸服务触角， 扩大普

惠金融服务覆盖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副主席王兆星指出， 近年来小

微企业、 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9月末，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8.9

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较各项

贷款同比增速高7个百分点之

多，有贷款余额的户数超过1600

万户，同比增加406万户，阶段性

地实现了“两增” 的目标。 18家

主要商业银行三季度新发放的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已经

控制在6.23%， 较一季度下降了

0.7个百分点。

近期大型银行响应监管部

门号召， 带头降低中小企业贷

款利率。 潘光伟举例道，邮储银

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年初

下降53个基点（上半年6.09%，

9月份5.56%）。 同时缩短融资

链条，落实续贷政策，支持小微

企业融资周转“无缝衔接” 。 持

续减费让利，清理不必要的“通

道” 和“过桥” 等中间业务环

节， 禁止收取小微企业贷款承

诺费、 资金管理费， 财务顾问

费、咨询费等，从源头上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费用负担。

据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普

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 显示，

2017年，大中型商业银行共对普

惠金融客户取消收费项目335个，

对387个项目实行收费减免，全年

减费让利总金额约367亿元。

视觉中国图片

“大银行”掘金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王凯文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随中国银行业协会走访福建调研时了解到，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开展如住房租赁、三农普惠等，构建普惠金融生态圈，触达“最后一公里” 。 这是“大银行”发力普惠金融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频出，加码布局普惠金融已成为银行业界共识。 业内人士认为，今后需进一步调动大型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大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利率比同业机构低的优势，降低市场整体的普惠金融利率，从而推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解决。

“大银行”掘金“小市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随中国银行业协会走访福建调研时发现，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积极践行“要租房，到建行”的口号，打造住房租赁平台，满足城市新市民需求。 建行福建省分行今年7月推出了“CCB建融家园·云集公寓” 。 进入其样板间，映入记者眼帘的是4个独立卧室，均配备了书桌、床、衣柜等生活必须家具，并均附有独立卫生间。 围绕长租客户住房需求，建行福建省分行打造租房、消费、家居等全链条生态服务模式，聚合支付、慧兜圈、龙支付等多产品

的整合，发布“建融家园”龙卡，深耕“CCB建融家园”租房生态圈建设。

建行福建省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吴韶隽表示：“建融家园·云集公寓”这些房间单价均在1300元—1600元/月。 如果是家庭租户，则可以以3000元/月左右的价钱整租较小的户型。 其租金持平于周边小区的租金。 目前，云集公寓项目房源已在建融家园平台上线891套。

吴韶隽指出，建行福建省分行通过加强与政府、企业合作，整合房源供给，积极推动家庭式的长租产品，满足城市新市民需求，保证房源稳定长租，提升租户幸福指数。 目前，该行“CCB建融家园”已相继在福州、龙岩等地落地，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上线房源超过10万套。

在扶持小微方面，建设银行“小微快贷”已建立起产品体系，以云税贷为例，福建诺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桥林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由于多方因素影响，上游企业回款周期从一个月拉长到了三个月左右。 而下游供应商又需要现结，自己企业资金周转很有压力，规模也无法扩展。 他说：“多亏了建行的云税贷，直接与税务局联网，只要企业有良好的纳税记录，就可以申请贷款，在线就直接放款。 ”

截至9月末，建行福建省分行累计向超过2.14万户小微企业发放“小微快贷”贷款232亿元。

除建行外，其他国有大行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展普惠金融。 例如，通过提高渠道覆盖的普遍性、强化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完善产品应用的普适性，农业银行普惠金融覆盖面增加明显。 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农行县域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达39,447.39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3,763.76亿元，增长10.55%。 县域不良贷款率为2.12%，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45.79%，比上年末上升34.49个百分点。

中国邮储银行副行长、三农金融事业部总裁邵智宝表示：“通过建立总行统筹、省行负责、市县支行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各级行一把手第一责任，邮储银行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

截至今年6月末，邮储银行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近20万笔，金额近80亿元，结余近19万笔，金额近75亿元，余额较年初增长超过17亿元，增幅超29%。 累计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1235亿元，服务43万人次。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含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703亿元，较年初增长87亿元，增幅14%，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普惠金融成“必争之地”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 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意愿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频出。 当今加码布局普惠金融已成为银行业界共识。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指出，当前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市场定位，推进战略转型。 大型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头雁”效应，深入推进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建立综合服务、统计核算、风险管理、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五专”经营机制，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

潘光伟表示，目前国有大型银行已在总行层面和全部185家一级分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股份制银行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加快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设有5000余家扎根基层、服务小微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 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继续下沉经营管理和服务重心，重点向县域、乡镇及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和群体延伸服务触角，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指出，近年来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到9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8.9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较各项贷款同比增速高7个百分点之多，有贷款余额的户数超过1600万户，同比增加406万户，阶段性地实现了“两增”的目标。 18家主要商业银行三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已经控制在6.23%，较一季度下降了0.7个百分点。

近期大型银行响应监管部门号召，带头降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 潘光伟举例道，邮储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年初下降53个基点（上半年6.09%，9月份5.56%）。 同时缩短融资链条，落实续贷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周转“无缝衔接” 。 持续减费让利，清理不必要的“通道”和“过桥”等中间业务环节，禁止收取小微企业贷款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从源头上降低小微企业融资费用负担。

据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17年，大中型商业银行共对普惠金融客户取消收费项目335个，对387个项目实行收费减免，全年减费让利总金额约367亿元。

多措并举调动大行积极性

“要提高全社会的普惠金融的贷款投放量，还需进一步调动大型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章更生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潜力还有待挖掘。 大型商业银行机构覆盖面广，资金实力强，科技水平高，风险管控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好，有条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今年以来大行普遍加大了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投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称，一是小微、双创领域有较大的融资需求；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会催生全新的普惠金融的服务需求；三是近来政策层面加大了对普惠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例如税收扣除、定向降准、资本占用优惠等等也促进了银行在该领域的投入。

在武雯看来，大行在普惠金融方面可以享受到税收扣除、定向降准等实际利润，同时借助金融科技的应用，大行亦可有效的解决好普惠金融现有业务模式和审批流程中的风控短板问题。

章更生建议，需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调动大型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的积极性，一是继续给予定向降准激励，进一步加大力度，使普惠金融的贷款投放增多，释放的存款准备金增多。

二是不要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管控过严。 他说：“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损失率高是客观事实，高风险需要高收益去弥补。 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过去最高也就7%左右。 如果这一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还要下降，那就影响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势必不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

三是使尽职免责真正落到实处。 尽管这方面比过去大有进步，但总体而言还应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各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时宽严标准相差较大。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基层银行惧贷的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

王兆星表示，银保监会今后将继续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落实落地，其中包括进一步激发银行基层机构人员服务民营企内生动力，降低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抵押的依赖，更多地根据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财务、诚信和管理发放更多的信用贷款。 同时，要提高贷款时效，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更好地满足民营企业资金需求。 为了更好地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监管还将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尽职免责机制，帮助银

行机构及其员工敢贷愿贷，支持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