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白手起家，从农行贷款
25万元， 在村里兴办了一个养
猪场，今年肉猪、子猪出栏1000
余头，赚了50多万元。”国家扶贫
重点县汝城县马桥镇廊木里洞
牲猪养殖场场长朱许德盘点
2015年收获感时，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这仅仅是中国农业银行郴
州分行金融扶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农行郴州分行将
金融扶贫作为服务“三农”的第

一要务，至2015年11月末，该行
涉农贷款余额35.53亿元， 其中
农户贷款余额1.8亿元。

该行着力提高产品覆盖面
积和使用率， 向县以下农村地
区提供广覆盖、 多功能的基础
金融产品。截至2015年11月末，
改造58个网点， 新增29家自助
银行， 发放惠农卡237万张，累
计发生金融交易资金27亿元。

■胡智飞 李琼芳 廖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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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上周末，国务院发布了《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下 称 《规
划》）， 指出了2020年之前中国
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 目标包
括：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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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
性、可得性与满意度，使我国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
游水平。 其中具体目标指出，
2020年以前， 将力争使农业保
险参保农户覆盖率提升至95%
以上。

P2P平台两年来首现负增长

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12
月底， 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
为2595家， 环比下降了0.65%，
两年来首度出现了负增长。但
是同比一年前， 这个数字增长

了1020家，2015年全年网贷行
业的增幅超过64%， 是有史以
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此前， 已经有不止一个业
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几乎90%
以上的P2P都存在资金挪用和
资金池问题，而记者调查发现，
现实情况的确如此。

问题平台激增3.26倍

网贷之家的年度数据显
示，2015年全年问题平台达到
896家， 是2014年的3.26倍 ，
2015年新上线的平台数量大
增， 导致各大中小平台竞争更
为激烈， 同时受股市大幅波动
影响， 众多平台面临巨大的经
营压力， 停业平台数量不在少
数。随着监管的落地，不少违规
平台加速跑路也进一步加大了
问题平台数量。

管理层年薪动辄50万元

而在网贷平台大肆扩张的
时候，网贷行业的“人才荒”现
象也明显凸显。

一位互联网金融行业管理
人员对记者表示， 从一年前开
始，她的邮箱便充斥着各种P2P
招聘的信息，总经理、分公司老
总等岗位年薪动辄50万元以
上， 甚至部分职位能够提供
80-100万元的薪酬。 而目前，
其底薪仅仅20余万元。“这意味
着如果我愿意去其他P2P，我的
收入至少可以翻倍。” 但是，其
坦言， 由于感觉到行业比较混
乱，其并未选择进入这个行业。

有数据显示，未来5至10年
内，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人才
缺口将达100万以上，人才成为
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瓶
颈之一。

网贷平台今年迎拐点，或现“负增长”
问题平台激增3倍 人才缺口大，行业薪水高但比较混乱

经历了疯狂扩张的年份，2015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了“银监会关于《网络
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对于网贷行
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范。而这一意见稿或将对目前网贷行业的种种现象进行改变和规范。而
继上海、北京暂停互联网金融企业注册登记，深圳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也确认了网传的深圳暂
停互联网金融企业商事注册登记一事。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接下来18个月的整顿期内，网贷行业将掀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合
规化浪潮。广州某P2P平台总裁方颂认为，整个行业还是继续朝着分化发展，同时主动退出的平
台会增加。政府限制了牌照，限定了新平台的成立，P2P快速发展的态势将不复存在了。2016年，
新进来的平台很可能低于关闭平台。 ■据广州日报

P2P平台将迎合规浪潮，今年或负增长

近日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方面透露， 在2015年中国银行
业协会组织开展的中国银行业
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创
建评选活动中， 交通银行常德
分行营业部获得“2015年度中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
范单位”称号。

据悉，湖南省内仅有3家网
点获评全国“百佳”称号。而在
2015年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百佳示范单位创建评选活动
中， 交通银行共有20家网点获
评百佳示范单位， 获评网点数
量蝉联行业第一。

据了解， 交通银行常德分

行营业部自2010年成立以来，
一直秉承“客户为尊、 服务至
上、追求卓越”的办行宗旨，坚
持“品质、品牌、品味、专业、专
注、专心”的服务理念，努力铸
造本土业务发展重点行、 服务
管理标杆行的金字招牌。 先后
荣获2012年、2014年中国银行
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
位”，2013年“全国金融五一劳
动奖状”、2014年“五星级营业
网点”。

“近年来， 我行在网点格
局、硬件设备、服务机制、服务
管理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
步。”交通银行常德分行相关人

士表示。以网点格局为例，营业
部注重改善网点环境， 完善功
能分区，提升客户体验。如修建
残障通道、专设残障车位等，为
特殊客户提供贴心服务； 为外
籍人士设立“涉外窗口”，针对
救灾款项开辟“绿色通道”，在
人流高峰期适时启动“弹性窗
口”，为贵宾客户打造独具特色
的财富管理中心等。

“我们希望通过全方位细
化服务内容， 多角度提升服务
品质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
求。”交通银行常德分行相关人
士说。

■蒋浩 易月 潘显璇

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增
强， 保险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
必备品。 你知道应该给自己和
家人构筑哪方面的风险保障？
日前， 新华保险发布2015年理
赔服务年报，为广大客户支招。

2015年1月—11月新华保
险整体理赔给付超过38亿元，理
赔件数超过80万件，其中，个人
客户理赔给付超过28亿元，同比
增长接近18%，理赔件数接近25
万件，同比增长超过14%，健康
类（重疾、医疗、特种疾病）理赔
金额的增幅最为显著，约26%。

从赔付年龄看，40—49岁
客户重疾赔付占比最大 ，为
38.08%， 出险客户中年龄在
30—59�岁的占比达86.85%，该
年龄客户是家庭经济收入来源
的主要人力。

从 重 疾 赔 付 数 据 看 ，
74.33%的重疾保额在0—5万，
占比最高，仅1.86%客户重疾保
额高于15万。 据卫生部信息中
心统计， 人的一生罹患重疾的
概率高达72%，手术治疗的平均
费用在10万元，93.22%客户重
疾保额尚不能支持基本的治疗
费用。

应该如何科学规划保险配
置？新华保险理赔专家介绍，首
选重疾，早投保，重疾保险不应
偏重于男性或女性， 应为全家
配备重疾保障， 重疾保额建议
以个人年收入5倍以上为宜。此
外，在身故赔付中，意外身故占
比13.01%，位居第三，因此在计
划保险保障时， 请务必配备意
外险，尤其是风险较高的男性。

■何珊 潘海涛

新华保险发布理赔大数据

交行常德分行营业部获评全国百佳网点

资讯

自2015年6月市场大幅回
调之后，资产配置荒蔓延，投资
者面临资产无处可投的尴尬局
面。资产荒下一大利好浮现，内
地、 香港两地互认基金于2015
年12月18日开闸， 为投资者提
供了投资新宠。其中，国内最大
基金公司天弘基金为投资者精

选的香港“行健宏扬中国基
金”， 已率先于1月4日上线，天
弘爱理财APP、 天弘基金支付
宝服务窗、 天弘基金微信等渠
道10元起售，1月28日前在上述
三个平台投资该港基，可享0申
购费。

■黄文成

新华基金2015年权益类投资出色
作为以“权益类投资”见长

的中小型基金公司，新华基金在
2015年再次交出傲人成绩。海
通证券权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
显示，2015年新华基金权益类
基金整体涨幅57.53%， 排名第
15；中长期来看，新华权益类基
金 最 近 两 年 整 体 涨 幅 为

103.21%，排名第11；最近五年
整体涨幅为89.62%，排名第10，
表现极其稳定。在整体投资业绩
保持领先的基础上， 2015年新
华基金旗下共有9只开放式基金
收益超过同类基金的平均涨幅，
并有2只基金业绩进入混合基金
前50强。

近日国内投资者配置QDII
的热情高涨。Wind统计显示，目
前有多只QDII基金发布公告称
暂停申购或暂停大额申购。少数
绩优QDII还有额度， 工银瑞信
旗下QDII产品目前仍接受投资
者申赎，该公司旗下工银全球精

选、 工银全球配置基金分别是
2015年主动环球型QDII股票基
金的冠军和亚军。且工银瑞信日
前推出QDII基金“零费率”优惠，
2月5日前通过工银现金快线转
换购买旗下的QDII基金即可省
去原先0.8%-1.6%的申购费。

下月5日前“零费率”申购冠军基金

港股成未来投资新方向

农行郴州分行帮贫困县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