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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以下简称 《规
划》） 是我国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发布的首个专项规划，对推进普
惠金融的总体思路、具体目标和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和重要
部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金融工作拓展了更广阔的空
间。

作为普惠金融的先行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以下简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从成立之初就定位于服务“三农”、服务小微、
服务社区，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努力在金融服务的可获
得性和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之间实现平衡发展。

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

从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实践经验来看，“普惠”不同于政府扶贫和
社会慈善，既不能通过计划手段实现，也不能奉行平均主义，而是要运
用市场化的机制和商业化的手段降低普惠金融成本，以转型升级进一步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以此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
续性之间实现平衡。

一、坚持差异化经营，打造特色银行。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持续在管
理模式创新、目标客户甄选、业务流程改造等方面精耕细作，力求做到

“量身定制”，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二、秉持“抓大不放小”的经营策略。一方面依托北京各类机构和

企业集团客户众多的市场特点，为大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另

一方面紧抓小客户总量庞大、长尾效应明显的市场特征，充分挖掘小客
户群体的整体价值。

三、坚持以创新带动发展。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分散的农户
和小微企业，这要求产品服务不仅要满足“短、小、频、急”的需求，
还要能够有效应对行业弱质性风险和抵质押物缺失的挑战。因此，创新
应不仅涉及机构和产品，还包括制度和技术。

四、坚持稳健经营，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秉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发展理念，从信贷技术、人员管理、合
规建设、系统支撑等方面，全面做好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

五、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数字技术作为发
展普惠金融的重要突破口，运用数字技术助推风险防控能力的升级，降
低普惠金融成本，并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服务市场细分和
精准营销，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

打造“普”与“惠”的金融样本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
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
务。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小微
企业、服务社区的战略定位不动摇，致力于在首善之区打造“普”与

“惠”平衡兼顾的金融样本。
普惠金融，重点在“普”。《规划》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要建立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
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
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致力于不断满足

《规划》 中所提及的重点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努力提升对其金融服务
的普遍可获得性。

截至目前，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共有金融网点 567 家，其中在郊区县
网点 245 家，占比超过 40%，构建了“延伸城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的服务体系，且每个郊区县都设立了“三农”信贷服务网点。

针对“双创”型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推出高新
技术企业信用贷、新三板贷款等科技行业创新金融产品。与中关村股权
交易集团、新三板促进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合作，联
合搭建起金融服务类、股权类、事务所类及孵化园类等综合服务平台，
探索并实现小微企业“投顾”服务模式。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还致力于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金融服务。
例如香山支行为聋哑客户提供手语服务，并将盲道铺进网点方便视力障
碍客户办理业务；延庆支行将出行不便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作为重点
服务对象，提供代发养老金“送款上门”服务。此外，邮储银行北京分
行还是北京地区率先推行电视银行系统的金融机构，将金融服务“零距
离”地搬进客厅，进一步延伸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触角。

普惠金融，核心是“惠”。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让所有阶层
和群体能够以平等的机会、合理的价格享受到符合自身需求特点的金融
服务。为此，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致力于让客
户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立足于北京农业经济“大城市、小农村，小农村、大市场”的“城
市化农业”特点，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在大兴区庞各庄设立“三农”信贷
专营机构的基础上，在各郊区支行逐步推广“三农”信贷专营机构模
式；试点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帮助农民进一步盘活手中的农
村生产资源；试水“农保贷”，探索出通过非标准抵质押物的创新带动
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新思路；与北京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研究“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的融资模式，进一步打通了
企业供应链上下游融资渠道。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针对小微企业举办“创富大赛”，通过政策扶
持、资金支持、导师辅导、基地孵化等方式，为中小微企业搭建起“资
金支持、品牌传播、技术指导、商业模式交流”四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平
台。积极打造“创富联盟”平台，整合政府部门、商会协会、服务机
构、银行、企业等多方资源，为联盟成员提供“融资+融智”的全方位
综合金融服务。

通过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探索和应用，邮储银行北京分
行推进专业化、标准化、流水线式的金融服务，建立信息更全面、更完
整的信用风险模型，既延伸服务时间和空间，又有效降低成本，提升对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控水平，这让客户以更低的价格获取金融服务成为
可能，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邮储北京分行:
走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之路

邮储银行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完善服务民生体系建设。

图为邮储银行在北京开设的首家“金融夜市”。

·广告

邮储银行小企业信贷员深入企业实地调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开幕,会上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备
受国际舆论关注。经济增长目标、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去产能、扩大对外开放、保障民生
等话题成为关注焦点。国外媒体纷纷在第
一时间作出报道。

会议开幕7分钟后，日本NHK电视台网
站就开始上传开幕式视频，并以“中国经济增
长率定为6.5%”为题展开报道；保加利亚电讯
社着重报道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并在显要位置
配发中国两会的大幅照片；澳大利亚《金融评
论报》报道称，对澳大利亚经济来说，中国政府
的工作报告比澳大利亚联邦预算还要重要。

稳增长：
6.5%增速添信心

“中国政府越来越务实，越来越注重民
生，中国经济发展的底气很足。”

——柬埔寨《华商日报》总编辑刘晓光

路透社刊文称，政府工作报告将中国今
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5%左右，并提出在
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专家们认为，这
一数据更贴近中国经济现实，在引导市场预
期的同时也逐渐弱化过于看重 GDP 的传统
思维方式，未来结构性调整仍是中国经济运
行主线。

韩国经济类媒体《Money Today》报道
称，考虑到中国 75 万亿元左右的 GDP 规模，
6.5%左右的增长目标实属不易，与外界预测
的数值相符。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GDP和
人均国民收入比 2010 年翻番的目标，年均
6.5%左右的增长率也是中国政府需要完成
的任务。

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称，中国到 2020
年使人均国民收入比 2010 年翻番的目标没
有变，预计中国将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
增加财政投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报道还
肯定了新增城镇就业人口 1100 万的目标和
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及成效。《日
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指出，中国调整经济发
展目标是很务实的做法。这种无需特殊刺激
就可以实现的发展目标，有利于促进结构调

整，也有利于抑制金融风险。
法国《十字架报》记者安托尼说：“尽管

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6.7%的较高水平。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积极信
号将再次提振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期与信心。”

越通社报道称，中国正处在从出口和投
资拉动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型
期，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赤字率拟按3%安排
和推动营改增的举措表明了中国政府继续为
企业“减负”的决心。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坚持汇率
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国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
币体系中稳定地位的做法值得肯定。

奥地利国家电视台报道认为，不盲目追
求高增长率有助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也能更好地控制债务水平。今年中国将集
中精力控制债务水平，防范金融风险并维护
金融行业总体稳定也将是今年中国政府工
作重点之一。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称，政府工作
报告给澳大利亚人注入了信心。中国政府强调
将保持6.5%左右的稳定增长速度，这对于澳大
利亚收入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意味着
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将趋于稳定。

针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路透社报道
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求稳，稳健的货
币政策重在防范风险。中国今年的赤字率
依旧拟按3%安排，同时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措
施，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定力不减。与此同
时，考量防范风险，并没有轻易突破 3%这一
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基调仍为稳健。

重改革：
着力推进经济转型

“中国将继续为企业减税降费，同时刺
激消费增长，这是今年施政重点之一。中国
的深化改革之路不会回头。”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继续推进结构
性改革特别关注，指出中国政府将使钢铁产
能在去年压缩6500万吨基础上再压缩5000
万吨，煤炭产能在去年压缩 2.9 亿吨的基础
上再退出 1.5 亿吨以上，这表明淘汰压减产
能依旧是今年的工作重点。

韩国《东亚日报》分析，中国将通过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措施，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国
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消除

供给过剩、降低金融风险、遏制房地产过热、促
进制造业复苏等。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
了要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补”，显示了中国对
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称，中国政府
较好地控制了企业债务负担，同时也在积极应
对产能过剩问题，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服务产业的比重，积极引导创新和创业，给
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路透社报道认为，设定更符合实际的目标反
而有助于提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并为进一步推
进结构性改革赢得更多时间和空间。

促开放：
合作共赢谋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力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期待看到作为‘一带一路’先行
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再上新台阶。”

——巴基斯坦《今日巴基斯坦》记者阿布拉

柬埔寨《华商日报》总编辑刘晓光表
示，中国对继续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扎
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承诺，将使柬埔
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受益。《柬华
日报》总编辑钟耀辉也非常关注中国政府
在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规
划。“尽管世界经济形势难言稳定，但中国
承诺继续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这对东
南亚这些开放经济体来说是重大利好消
息。”钟耀辉说。

匈牙利 444 网站报道称，中国经济已经
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引擎。中国是负责任
的国家，一直认真履行承诺，坚定不移推动
全球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
的根本利益，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坚决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

巴基斯坦《今日巴基斯坦》记者阿布拉表
示，他最关注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7年
要继续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巴基斯坦期
待看到作为“一带一路”先行项目的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再上新台阶，在工业园区建设上取得
突破。“我对5月份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非常期待。”阿布拉认为，“一带一
路”建设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应。

（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蒋华栋
苏海河 梁 桐 关晋勇 杨 明 翟朝辉
谢 飞 田晓军 崔玮祎 翁东辉 李鸿涛
田 原）

（上接第十三版）
支持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和基本民生兜

底方面。继续增加阶段性财力补助规模，并
统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转
移支付，加大对资源能源型和财政困难地区
支持力度，兜住保障基本民生的底线。

中央基建投资方面。中央基建投资安
排5076亿元，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减少对
小、散项目投资补助。

压减一般性支出方面。继续按照只减
不增的原则，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按不
低于 5％的幅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
出。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的项目，不再安排预
算；对实施环境发生变化的项目，重新核定
预算。

（三）2017年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612亿元，比

2016 年执行数同口径增长 3.8％。加上从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1350 亿元，从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调入 283 亿元，收入总量为 80245 亿元。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5745 亿元，增长
6.1％ 。 收 支 总 量 相 抵 ，中 央 财 政 赤 字
15500亿元，比2016年增加1500亿元。中
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 141408.35 亿元。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1328.06亿元。

（1）中央本级支出 29595 亿元，增长
6.5％。

（2）对地方税收返还9138亿元。
（3）对地方转移支付 56512 亿元，增长

7％。
（4）中央预备费500亿元，与2016年预

算持平。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90018 亿

元，增长 6％。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
转移支付收入65650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
金8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
156468 亿 元 。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6476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6.2％。地
方财政赤字 8300 亿元，比 2016 年增加 500
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15489.22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68630 亿元，增长 5％。加上调入
资金 2433 亿元，收入总量为 171063 亿元。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4863 亿元，比上
年执行数增长 6.5％。赤字 23800 亿元，比
2016年增加2000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706.49亿元，增长

3.2％。加上上年结转收入298.5亿元，中央政
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4004.99亿元。中央政
府性基金支出4004.99亿元，增长19.2％，主
要是使用上年结转资金增加较多。其中，中央
本级支出2881.14亿元，增长14.5％；对地方
转移支付1123.85亿元，增长33％。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43468.17 亿
元，增长3.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38568.62 亿元，增长 4.3％。加上中央
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1123.85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8000 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为 52592.02 亿
元。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52592.02亿
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
出 46468.72 亿元，增长 23.4％。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余额限额72685.08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性基金
收入 47174.66 亿元，增长 3.6％。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 298.5 亿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收入 8000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
总量为 55473.16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相
关支出55473.16亿元，增长21.3％。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7年进一步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优化支出结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
取比例暂保持不变，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的比例由19％提
高至22％。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主要
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历
史遗留问题、加快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90 亿
元，下降 9.8％。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128.03
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为
1418.03 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1161.03亿元，下降20％。

地 方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1048.3 亿元，下降 10.5％。加上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114 亿
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162.3 亿
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14.3 亿
元，下降25.9％。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2338.3亿元，下降10.1％。加上
上年结转收入128.03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总量为2466.33亿元。全国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961.33亿元，下降9.7％。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1786.72 亿

元 ，增 长 7.3％ 。 其 中 ，保 险 费 收 入
36907.98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12595.97 亿
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8450.5亿元，
增长 10.3％。本年收支结余 3336.22 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66630.89亿元。

三、切实做好 2017 年财政改革
发展工作

（一）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实
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二）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
现代财政制度。

（三）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年度
预算任务。

（四）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保障财政资
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五）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
范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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