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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生物识别以及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消费金融方

面均有极大应用空间。目前，

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运用金

融科技，通过电商平台、社交

平台、供应链平台进入消费金

融领域的同时，还帮助传统金

融机构提高消费金融服务效率

和质量。同时，借助金融科技

手段反欺诈，可有效识别和排

除欺诈行为，风控效率和成本

明显改善——

金融科技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金融如何促消费”系列报道（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新规下月起执行——

企业债发行将更有“弹性”
本报记者 顾 阳

长城汽车徐水分公司：

减税“红利”变成发展动力
账户复用、异地放款，为上游供应商提供低成本、便捷化融资——

广东农行：“链捷贷”辐射带动小微企业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谭 琼

本版编辑 梁 睿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人们的消
费热情被点燃。手机购物、智慧点餐
……消费智能化、个性化方兴未艾。国
庆黄金周前三天，天猫国际成交额比去
年同期增长34%；饿了么数据也显示，在
酒店叫外卖成为在外旅游“随心吃”的好
办法。上海生煎、武汉热干面、西安肉夹
馍销量最高，其中上海生煎黄金周前三
天内有超过11万人次下单。

面对消费快速发展，金融科技跟上
了吗？还有哪些新技术正在路上？

科技为金融业带来新机遇

“金融科技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应用
非常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曾刚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消费金融发展与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密切关联，这是我国
消费金融的重要特征，也意味着互联网
消费金融是我国消费金融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在曾刚看来，这对金融科技提出
了很高要求，也进一步倒逼金融科技的
快速发展。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数字技术
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移动互联、云计算、
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以及人工智能
等，这些在消费金融方面均有极大应用
空间。“其中应用较为成熟的是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从应用的环节上看，无论是
在贷前获客、贷中审批，还是贷后催收等
环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都有很多
成熟应用，大大提升了消费金融的效
率。”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董希淼说。

金融科技领域，目前已涌现出一批
各具所长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的
马上金融，是我国20余家持牌消费金融
公司的一员，其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领域已报批专利177项。

“在风控方面，马上金融已构建上百
个风险模型，用于自动化审批流程，精确
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和欺诈风险。最
终，基于数据的‘智能+高效’审批，实现
了千人千面的差异化风险定价，提高金
融服务的效率和精度。”马上金融创始人
兼CEO赵国庆说。

在机器视觉方面，马上金融自研的
活体人脸识别系统准确度达到 99%，唇
语识别技术也达到接近 90%的准确度，
能够有效配合人脸识别的技术实现身份
自动审核。

马上金融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和取
得的成果，正是当下我国消费金融领域
中，众多参与者不断努力的一个缩影。
赵国庆表示，在科技的推动及强监管、严
监管的背景下，消费金融也将优胜劣汰，
回归有序，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合作成为发展的重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已经成为当下
科技支持消费金融的趋势之一。

就在上个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小米
金融达成战略合作，表示将围绕服务民
生、发展普惠金融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推动多维度、多层级的全方位金
融合作，包括结算、支付、消费金融、理财
与基金、电子账户、信用卡、保险等多个
业务领域。

曾刚指出，金融科技在消费金融服

务更为广泛使用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运用
金融科技，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供
应链平台进入消费金融领域的同时，还
赋能传统金融机构，帮助其提高消费金
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达成合作实现
共赢。

自2017年以来，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京东、360金融等金融科技机构都相
继推出了科技输出解决方案，涵盖金融
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风控、智能
运营、流量互通等核心环节，连接的合作
伙伴均数以百计。如蚂蚁金服的金融云
解决方案、百度金融基于区块链的ABS
解决方案、360 金融的基于大数据推出
的 360 金融大脑、苏宁金融基于区块链
的黑名单共享平台等。

除了与金融科技机构的合作外，中
国银行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四季
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指出，随着线上市场的逐渐饱和及
增速放缓，互联网巨头的零售业务逐渐
向线下拓展，新零售使线下消费场景重
新焕发活力。

金融机构可与美团等消费推广公司
合作，开展特定线下商户的营销活动和
会员激励活动，提升信用卡客户活跃度
和交易量；还可通过增加数据维度，完善
对信用卡客户的风险管理；消费信贷服
务可以进一步与增值服务相融合，配合
商户形成多层级的客户权益体系，提升
客户消费体验。

5G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消费智能化

和信息化趋势将改变消费场景，提升便
捷度。特别是随着 5G 大规模商用的临
近，以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普遍应用，5G
和人工智能等浪潮，将再度为消费体验
带来巨大变革。同时，低时延、全天候、
高速检索等服务将使消费体验焕然一
新。受此影响，消费金融也会发生相应
改变。

董希淼表示，对消费金融而言，在我
国征信体系尚待完善的情况下，重点需
要防范欺诈风险。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反
欺诈，可有效识别和排除欺诈行为，风控
效率和成本明显改善。

上述《报告》也同时指出，金融机构
可以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从互联网
消费场景获取客户，根据具体的消费场
景设计消费金融产品。阿里巴巴、京东
等电商平台具有海量的消费者，积累了
大量消费数据。金融机构与这些互联
网平台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取真实消费
信息，直接将信贷产品嵌入消费场景，
满足借款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电商
平台通过对客户历史交易数据的分析，
可为消费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大数据
征信，减少欺诈行为和信用风险，降低
坏账风险。

此外，专家指出，未来对于无监督学
习算法和AI（人工智能）因子库的深入挖
掘，仍是行业技术的重要发力方向。“从
2019 年开始，金融科技已经进入下半
场，对消费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大数据、AI
技术和人才实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360 金融有关人士认为，消费金融行业
发展与技术进步是耦合的，目前来看，在
线化、去人工化和智能化是消费金融行
业发展趋势。

“没想到，作为 TCL 集团的供货商，
还能享受到这种融资福利。”惠州市普安
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普安电子”）负责人
张荷青面对记者的到访由衷地感叹。张
荷青所说的融资福利是什么？为什么
TCL集团的合作伙伴会有这种福利？

据了解，这是一个以一项创新产品
“链捷贷”辐射带动千万小微企业的故
事。以互联网思维为核心，“链捷贷”创造
了一个极具复制价值的高效批量服务模
式：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加速发
展的形势下，通过线上供应链融资解决一
家核心企业和其上下游小微集群的资金
周转难题。

据介绍，普安电子是 TCL 集团的供
货商，主要从事充电器、UL/CSA电子线
加工、电源线、汽车线、AV线、USB线、各
种PVC电线及低烟无卤线材等电器链接
器的生产和销售。

背靠大树好乘凉。在销售方面，普安电
子自然没有太多烦恼，但如何做好应收账款
的管理，加快资金回笼却很困难。以前，普
安电子常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方式补充
流动资金。“但贴现手续比较繁琐，只能全额
贴，且速度比较慢，经常要等很久。”张荷青
说，“使用承兑汇票也很麻烦，一不小心汇票
就过期了，还要委托银行办理。”

对于 TCL 集团来说，像普安电子这
样的供应商多达几千家，业务范围涵盖电

子设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社会服务等
多个行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客户集群。
而对于银行来说，解决一个供应商的融资
难题相对容易，但想要为 TCL 集团所有
符合条件的上游客户纾困，却是一个不好
解决的难题。

为此，立足TCL集团的现有资源，广
东农行为其上游供货商创新定制了“链捷
贷”特色产品。这是一款面向 TCL 集团
上游供应商的普惠融资产品，成本低、到
账快、体验好，一经推出便备受青睐。据
统计，仅一年时间，TCL 集团上游已有
440多家供应商申请办理“链捷贷”。

“‘链捷贷’几乎是秒放款，省去了很
多麻烦，而且利率低，操作灵活简便，如果
融资数额不大，我们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拆融。”张荷青告诉记者，通过这个简便快
捷的融资工具，他们已经融资1亿多元。

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TCL集团，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成为布局全球的
国内知名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专注于半
导体显示及材料、家电制造和消费电子领
域，并延伸至物联网、人工智能、环保、金
融及创投等配套产业领域，是中国500强
企业（2018年排名第71位），也是首批国
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广东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骨干企业。

广东农行作为TCL集团长期战略合
作伙伴，始终与该集团保持着密切的业务

联系。
TCL 集团搭建了“简单汇”平台，其

上游供应商可以“金单”形式的应收账款
为凭证融资，广东农行主动提出与 TCL
集团在上述供应链融资领域展开合作。
立足于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广东农行很
快构思了一款产品雏形。

经过3个月的系统调试对接，去年8
月份，一个与TCL集团“简单汇”平台对
接、能为其上游供货商提供保理融资服务
的全新融资产品登场，这就是“链捷贷”。
TCL简单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向晓丹回忆，“‘链捷贷’在推广初期遇到
不少阻力，大到产品模式被企业理解和接
受，小到办理手续要磨合和调整，这些都
需要时间和过程。”

“链捷贷”推广首月，投放规模只有
2000万元。“针对这种情况，农行和我们
企业的工作人员一起逐家拜访了相关小
微企业，打消经营者顾虑并提供贴心服
务。”向晓丹表示，“到今年9月上旬，‘链捷
贷’的投放规模已达42亿元，共惠及我们
400多家供应商，大大超出了预期目标。”

率先应用于TCL集团的“链捷贷”具
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对于广
大上游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是融资成本
降低了，线上办理贷款更加方便快捷；对
于聚集着很多上游伙伴的核心企业而言，
在深化与上游伙伴合作的同时，提升了整

个供应链管理效能，优化了圈内融资
生态。

TCL简单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程
参与推进了“链捷贷”的上线。向晓丹在采
访中说，“农行为上线‘链捷贷’突破了许多
机制和技术壁垒，也做了很多创新尝试。”

在融资模式上，“链捷贷”的设计理念
是以占用核心企业授信的方式，将核心企
业信贷资源传递至上游供应商，为其上游
供应商提供低成本、便捷化保理融资服
务；在服务功能上，实现了“账户复用、异
地放款”的功能，即使TCL集团的上游供
应商和账户遍布全国各地，都可以依托现
有农行账户线上获批融资；在流程操作
上，供应商仅需一键登录“简单汇”平台即
可，极大改善了用户体验。

一项项创新、一个个突破，展现的不
仅仅是“链捷贷”的成效，更折射出支持民
营和小微企业、助力实体经济的决心。

据统计，截至今年 8 月末，广东农行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1.6亿元，比年初增
加 127.4 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297.4亿元，比年初增加126.8亿元。

“凡是符合农行信贷政策并在农行有
授信的产业链核心企业，都可以运用‘链
捷贷’产品。未来，我们将为更多的大型
核心企业提供‘链捷贷’，使这款创新实用
的产品惠及更多的小微企业。”广东农行
公司业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了企业债券发行业务指
引，《企业债券簿记建档发行业务指引》《企业债券招标发
行业务指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执行。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法律地位最明确、唯一跨市场
发行的信用类债券品种，企业债券在其30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一直坚持引导债券资金用于实体经济项目，为国家
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地实
施，提供了稳定且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巡视员田原表示，2018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共核准企业债券 225 只，合计 8386.68
亿元，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构建开放型经济体提供了支撑。今年上半年，国家发
改委共核准企业债券 112 只 3647.2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优质企业债券核准规模出现了较快增长。

企业债发行规模较快增长，也被视为“稳投资”的重
要信号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企业债券发
行业务效率、优化发行业务规则、完善发行参与各方的内
控制度、强化信用建设管理，成为市场各方普遍关注的
问题。

2018年12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支持
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的通知》，支持信用优良、经营稳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或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优质企业融资发展，
强调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同时，提升审核效率和债券资金
使用灵活度，进一步打通优质企业投融资环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企
业债券发行指引的修订遵循三方面要求：一是强化内控
制度要求，严控发行环节相关风险。修订后的发行指引
为内控制度设置独立章节，进一步凸显内控制度重要性，
充分体现健全发行业务内外部监管要求，强化报告制
度。二是强化企业债券发行环节社会信用管理。实施失
信联合惩戒是本次指引修订的重点之一，要求发行参与
人按规定或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履行规定或协议
约定的相关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并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三是适应债券市场发行新形势的要求，提高债券发行效
率。根据市场参与各方需求。一方面，赋予企业债券灵
活的发行定价权利，发行人可自主选择设置弹性配售选
择权或当期追加发行选择权；另一方面，调整直接投资人
申请标准，充分发挥直接投资人在企业债券发行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指引设立了直接投资人制度，
调整了直接投资人申请的标准，即直接投资人的申请范
围变更为“上一年度末AA+级（含）以上的企业债券持有
量排名前30名的投资人和全部企业债券持有量排名前
50名的投资人”。这一制度更加注重投资者对高信用等
级企业债券投资和企业债券持券总量的考察，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企业债券发行工作的透明化和市场化，既降低
了发行人融资成本，又提升了优质投资人的盈利水平。

此外，修订后的指引还增加了“弹性配售选择权和当
期追加选择权等定价方式”，此举给予发债企业一定自主
选择权，增加发行额度和公告日期安排弹性，有利于提升
企业债券的发行效率，有利于降低企业债券的发行利率
和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刘玉洁报道：“今年
国家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加大，企业发展动力更足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总经理张利告诉
记者，2019 年全年企业预计能节约税费成本 16526.43
万元，此外个人所得税新政实施后，公司代扣代缴的
个 人 所 得 税 享 受 减 税 达 558.21 万 元 ，人 均 减 税
429.23 元。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分公司成立于2011年
11 月 18 日，主要产品为长城 SUV，年产整车超 50 万
辆。而随着我国乘用车市场趋于饱和、汽车产业调整步
伐日益加快，2019 年国内汽车行业整体产销量持续遇
冷。针对企业面临的困难，河北保定市徐水区税务局认
真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精挑细选业务骨干组成专家
团队，通过建立税企联络互动机制，制定精准辅导指南、
定期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举行专场税收政
策培训，围绕税收优惠政策逐项分析，为企业量身定制受
惠良方。

让企业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是缓解企业经营
压力的最直接的方式。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
水分公司财务主管张倩介绍，“近年来，国家在税收政
策上不断加大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2016 年至
2018 年，徐水分公司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2252.82 万 元 ，节 约 企 业 所 得 税 337.92 万 元 。 进 入
2019 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减税降费力度，全公
司 1 月份至 8 月份累计应纳增值税 42370.19 万元，累
计享受减税 13627.55 万元，降幅达 34.78%；2019 年享
受不动产在建工程进项税抵扣 2196.16 万元，较新政
策实施前增加 598.88 万元，增长 37.49%；另外，今年社
会保险费率下调后，公司每月能够减少费用支出 2300
万元左右。目前公司将通过减税降费得来的‘红利’
全部投入到了企业技术进步和新品研发等方面，使得
公司的竞争能力直线上升，主要产品销售总量始终保
持国内市场领先水平”。

近日，位
于江西省新余
市渝水区的新
余 农 商 银 行
内，智能机器
人“小新新”在
引导市民办理
业 务 。“ 小 新
新”能自动识
别客户，高效
地记录与管理
交互数据。机
器人的入职是

“ 互 联 网 + ”
银行依靠科技
创新在金融服
务智能化进程
中 重 要 的 一
步。

赵春亮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