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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海南多家银行利用大数据开启
“秒级”贷款模式

巧用大数据

解渴小微企

□ 本报记者 汪慧
海南某小微企业在键盘上敲击一会，轻松取得信用贷款 20 万元，海南工行大数据普惠金融产品
——“大数据微贷款”近日成功在海南落地。据悉，该行此次首批推送授信的小微企业客户逾百家。
拥有如此极速便捷贷款产品的银行不是仅有工行一家。海南建行的“小微快贷”二期业务也于 6 月
在全省 18 市县各建行网点全部上线，主打
“立点可贷，
便捷到家”的智慧服务。
事实上，大数据的运用已经不是这两年的新鲜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南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资源
向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倾斜，海南银行业对大数据贷款业务的耕耘也日益精细、成熟。这也意味着，更多
的海南小微企业将从中受益。

线上操作 让厚重的资料袋成为历史
说起银行贷款，人们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厚厚的材
料”
“多次核查”等繁琐程序。7 月 31 日，海南工行大数
据普惠金融产品“大数据微贷款”的落地，为小微企业融
资开辟了一条新的便捷通道。
据了解，海南工行推出的大数据普惠金融产品——
“大数据微贷款”，是该行结合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渠道
服务小微客户的重要产品，是一款网上小额信贷产品，
即便是资信记录尚未健全、轻资产的小微企业，也可以
凭借自身产生的各种数据得到该行主动授信，获得较低
成本的信用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200 万元。
目前，
该行首批推送授信的小微企业客户逾百家，
授信
额度约7000余万元，
部分企业已经成功提款。据悉，
首批贷
款的企业对这款产品高效、便捷的融资体验感到十分满
意。随着业务的不断推进，
未来还将惠及更多小微企业。

据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一款普惠
金融产品，工行网上小额贷款融合了该行的金融专业优
势和金融科技优势，进一步减少了服务层级，提升了融
资效率，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具体来看，该行通过挖掘小微企业分散在银行、行
政管理、公共服务、电商平台等各系统内的海量数据，从
结算、交易、税务、水电、资产等多个维度进行拟合，从而
构建出客户的信用评分模型，小微企业可以在无担保无
抵押的前提下获得信用贷款。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客户，该行通过企业网上银行、融 e 购、融 e 联等渠道
向客户主动推送可贷额度，由客户在线自助申请办理，
系统模型自动审批，资金实时到账。与此同时，额度可
以循环使用、随借随还，能够有效节约小微企业客户贷
款占用时间，降低实际融资成本。

立点可贷 开启“秒级”贷款模式
“没想到这么快”、
“没想到这么方便”、
“没想到如此
贴心”，体验过产品的小微企业主对“小微快贷”都赞叹
不已。
快，是海南建行“小微快贷”产品的特色。据介绍，
这款产品是建设银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思维，解决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的“匠心之作”。
通过对小微企业及企业主在建设银行的各项业务数据
进行采集、分析，识别判断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还款能
力，并以数据化和模型化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精准测
算贷款额度，单个客户最高可贷到 500 万元，期限最长 1
年。
只需通过网银、网站等渠道，客户即可享受到“网上
贷款申请、网上贷款审批、网上签约支用”的全流程网上
融资服务，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随心地通过网银实现贷
款申请、支用、归还等自助操作，
实现了“操作更方便”
。

“小微快贷”改变了传统信贷业务经营模式，无需纸
质材料，从发起申请到贷款支用只需几分钟，更加省时
省力，能够更好满足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融资需求。
“小微快贷”通过分析企业及企业主的各项数据信
息，由系统自动计算出贷款额度，颠覆了传统信贷业务
模式，为客户带来了全新体验。短短三个月时间，就已
经为逾 500 户小微企业授信。
“小微快贷”是建设银行打造“智慧银行”和“创新银
行”的缩影，也是建行践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的有力担当。
海南建行始终以支持海南经济建设为己任，主动承
担服务小微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近几年，该行利用
“大数据”挖掘“小信用”，推动小微企业“普惠金融”发
展，以一池金融活水浇灌小微企业实体经济之树，有效
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就“小企业 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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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与联通合作
力推
“工行 e 卡”
联名手机卡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陈明皓）近日，工商银
行携手中国联通推出了自己的专属联名手机卡——工
行 e 卡，线上快捷申请、超值资费、超大流量，为广大客户
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增值服务。
工行 e 卡包括梦想 e 卡与大 e 卡，其中梦想 e 卡配合
工行“我的百万梦想”活动推出，限时三个月销售，套餐
仅 19 元/月，包含 2GB 国内流量、6 个月 100 分钟免费国
内语音；大 e 卡针对需求更高的中高端客户，套餐费 89
元/月，包含 6GB 国内流量、每月 600 分钟国内语音。
此外，工行 e 卡特别提供入网首次充值 50 元及以上
赠送 50 元话费优惠，并独享工行 APP 专属流量免费（包
括融 e 行、融 e 联、融 e 购以及工银 e 生活四款 APP）。客
户使用工行 e 卡注册工行 APP，可享受融 e 行炒股炒汇
查收益流量全免费、融 e 购淘货购物流量全免费、融 e 联
客户服务流量全免费等系列专属服务。
据记者了解，工行近期互联网营销创新动作频频,正
在火热进行中的“我的百万梦想”、
“ 登录工行手机银行
抽新款手机”等活动，都受到网上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此次推出的工行 e 卡是工行与联通为贴近年轻客群、校
园客群的移动需求量身打造的个性化增值产品；工行 e
卡采用纯线上发售模式，是工行与联通合作进行的互联
网线上获客的探索与尝试。
作为一款高性价比的手机卡，工行 e 卡必将引爆互
联网热点，成为工行跨界合作提升线上获客能力的良好
开篇。

儋州农信社
洋浦信贷中心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 汪慧）8 月 8 日上午，儋州农信社举办
洋浦信贷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为进一步服务洋浦地区实体经济，支持港区中小微
企业发展，促进洋浦港区和谐发展，儋州农信社在洋浦
设立信贷中心，可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等需求，为其提
供零距离的金融服务。
自 2014 年 7 月洋浦信用社开业以来，存贷款从无到
有，总量持续稳定增加。至 2017 年 6 月末，各项存款余
额 3.86 亿元，贷款自主营销累放 6.09 亿元，累收利息
3243 万元，各项中间业务全面均衡发展。三年来，洋浦
地区累计为 4.07 万人制作并发放了社会保障卡，并确保
各项社保资金能及时足额发放到参保人员手中，赢得了
社会好评。
洋浦信贷中心的成立，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部、信
贷部从人员配备、所属区域、贷款管理权限上形成区域
联合与互竞机制，不断拓宽贷款营销渠道，满足信贷业
务区域化差异化服务需求，有效扩大信贷规模和服务覆
盖面。未来，洋浦港区中小微企业日益发展增多，实体
经济迅速发展，对于洋浦信贷中心来说将具有广阔的业
务增长空间。

金融租赁服务长江经济带
战略联盟成立

大数据+互联网 助小企业做成大事业
缺乏有效抵押物、审批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是影
响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瓶颈。对于资金，小微企业不仅
喊饿，而且喊急。
创新小微融资方式，让小微融资也能在网上进行，
有贷款需求的企业仅通过网上银行等渠道申请，就能享
受到“网上贷款审批、网上签约支用”的全流程网上服
务。如今，渐渐成为海南银行业助力小微融资的常态。
不仅大型银行不断创新服务，海南省内金融机构在
大数据领域也取得了实质成果。
今年 2 月，海口农商银行针对辖内社保卡用户推出
了一款新型信贷产品——“社宝贷”，为客户开辟了一条
全新的融资渠道。依托社保卡大数据，海口农商银行拟
在今年 10 月推出“社宝贷”
纯线上信用贷款产品。
“未来银行要有跳出金融做金融的思维方式，依托
大数据，创新产品和服务。”海口农商银行科技服务中心
总经理邵明说，大数据有助于发挥本土化的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全面掌握多维护客户信息的天然优势，拓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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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新产品、新业务，
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和覆盖面。
记者另悉，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大数据贷款业务也取
得显著成绩，上半年大数据客户实现批量导入。与此同
时，该行科技团队配备完善，科技系统能力提升，为大数
据业务和基本核心系统提供了服务保障。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徐婕）近日，金融租
赁服务长江经济带战略联盟正式成立。
金融租赁服务长江经济带战略联盟是在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共同
指导下，由交银租赁、工银租赁、国银租赁、民生租赁、招
银租赁、建信租赁、兴业租赁、华融租赁，八家资产规模
超千亿的金融租赁公司共同成立的，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为理念的全国金融租赁行业及相关机构
的自律组织。
按照合作协议，联盟与 11 省市将坚持创新、协调、开
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全方位、高效务实的租赁业务合
作。
未来，联盟将建立网上项目信息平台，优化金融组
原配置，在行业内形成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金融
租赁公司更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