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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战略作为建设
银行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住房租赁、金融科技相
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打造
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住房租赁战略与普惠金
融战略形成了战略纵深。建设
银行积极响应党中央“房子是
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号
召，以市场先行者、引领者、推
动者的角色， 主动探索多渠
道、市场化手段发展住房租赁
业务的新模式，为客户提供一
系列住房租赁金融服务和解
决方案。积极倡导“长租即长
住 长住即安家” 的住房新理
念。 住房租赁业务努力解决
“安居”方面的社会痛点，普惠
金融则是致力于解决“乐业”
方面的社会痛点， 双轮驱动，
体现了建设银行大国金融重
器的应有担当，以及对市场形
势预判的前瞻性和引领性。

金融科技战略为普惠金
融战略提供了技术支撑，特别
是业内领先的“新一代”系统
竣工投产，赋予了建设银行更
好支持普惠金融客户的能力。
近年来，建设银行通过“互联
网+大数据” 精准获客，“新一
代”精准营销、自动审批，“贷
后三大工具” 系统智能机控、
主动管控风险，已取得显著成
效。依靠内外部数据信息整合
直连，依靠大数据技术，依靠
系统功能不断完善，以往困扰
银行的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
客户群体广、小、杂的难点得
到有效缓解，普惠金融业务流
程效率不断提高，成本、风险、
收益实现平衡，可持续的商业
发展模式已初步打造形成。下
一步，建设银行还将继续以金
融科技为支撑， 聚合客户、接
入场景、集成数据，打造面向
市场和客户的普惠金融交易
与综合服务平台，构建普惠金
融新模式、新生态。

建设银行启动普惠金融战略
勇担大行使命，谱写新时代服务实体经济新篇章

5月2日，中国建设银行召开普惠金融战略启动大会，提出将普
惠金融业务打造为建设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对市场新形势、新
变化的战略支点，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实施，全力提升普惠金融
服务能力。

普惠金融战略，是中国建设银行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发
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部署，践行国有大行责任，解决社会难点和民生
痛点，主动对接市场新形势新变化而确立的发展战略。面向小微、
双创、扶贫、涉农等普惠金融群体，聚合运用全行资源，以金融科技
为支撑，打造综合化、集成化、生态化服务平台，加大信贷等各类资
源投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提高金融便利性、可获得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普
惠金融打造成建设银行的战略高地和业务增长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
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 实施普惠金融
战略既是国有大行勇于担当的战
略决策， 也是顺应经济发展大势
的适时选择， 更是自身业务拓展
的必然需要。

60多年来， 建设银行在新中
国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应运而生、
砥砺奋进，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改
革开放大潮中应势而起、 发展壮
大, 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
国有大型银行兴行强国之路。尤
其在服务实体经济、 支持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民生领域发展、破解
社会痛点难点问题等方面， 建设
银行一直以国有大行的格局和担
当， 积极支持国家战略和实体经
济发展， 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普
惠金融，普惠大众、造福百姓、为

国分忧。
新时代，建设银行将小微、双

创、扶贫、涉农等各项业务连接起
来，连点成线，由线成面，集众智、
汇众力， 高起点开局， 高定位起
步，以普惠金融战略，谋求高质量
发展， 全面谱写新时代服务实体
经济的新篇章。

发展普惠金融既是重要的政
治任务、社会责任，也有着潜力巨
大的蓝海市场。 建设银行顺应国
家战略导向和经济发展大势，在
巩固好传统优势的同时， 提出普
惠金融战略，进而实行市场调整，
拓展战略腹地与阔地； 提出住房
租赁战略，与普惠金融战略一道，
形成战略纵深； 提出金融科技战
略，形成战略支持。三大战略融合
原有优势，联接外部市场，服务社
会民生， 体现了大国金融重器的
使命与担当。

建设银行普惠金融战略是基
于良好的业务发展基础提出的。近
年来，建设银行全面发力普惠金融，
在经营体制机制建设、产品服务创
新、系统科技运用、服务网络搭建等
方面持续创新，成效显著，具备了普
惠金融战略化发展的条件。

建立了垂直组织管理模式。
2017年4月， 建设银行在大型银
行中率先成立普惠金融发展委员
会，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持续将
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向一、 二级分
行以及县域、乡镇延伸，已形成总
行、分行、支行“三级”普惠金融垂
直组织架构。

探索出金融科技支持发展的
业务模式。针对普惠金融客户“缺
信息”、“缺信用”等特点，建行借
助模型设计、 数据积累与系统开
发， 创新建立起有别于银行传统
业务的“数据化、智能化、网络化”
服务新模式： 首创小微企业评分
卡， 突破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中的
信息、信用“瓶颈”；依托“新一代”
优势，率先实现数据信息集成，精
准“画像”；首推“小微快贷”全流
程线上融资，截至2018年4月末，
累计为28万小微企业提供2800
多亿元贷款支持，赢得广泛认可。

形成了特色化的产品体系。针
对双创、扶贫、涉农等银行传统模
式下较难惠及的“长尾”客户，建设

银行持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特色
化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依托科技
创新中心、创业创新金融中心等专
业平台，整合政府、产学研及各类
金融机构的资源和力量，创新“FI-
TOo飞拓”等综合服务，助力双创；
依托农业龙头为上下游经销商、农
户提供信贷支持，依托“善融商务”
创新电商扶贫模式，多措并举推动
精准扶贫； 创新涉农业务担保方
式，稳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
款， 推出“裕农易贷”、“供销支农
贷”等创新产品，破解县域农户、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

搭建了线上线下全覆盖的服
务网络。 针对基础金融服务的薄
弱领域， 建设银行进一步拓展普
惠金融服务渠道，搭建线上线下、
快捷便利的“智慧银行” 生态网
络：将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到基层，
挖掘网点潜能提升服务能力，进
一步延伸服务触角； 打造“裕农
通”服务品牌，在银行网点尚未覆
盖的县域，通过“移动金融+村级
供销服务社”，在行政村建设“村
口银行”，打通普惠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截至目前，已在全国设立
近9万个“裕农通”服务点；实施
“移动优先”战略，不断拓展手机
银行渠道服务功能， 提高普惠金
融服务覆盖面和效率。

开拓蓝海市场，普惠金融发展势在必行

产品服务配套，坚实基础支撑战略高起点

“普惠金融”+“住房租
赁”双轮驱动，金融科
技保驾护航，综合化服
务优势得到重塑

本报5月3日讯 近年来，
湖南上市公司板块呈现出一
个有趣的现象，不少细分行业
的同类公司结伴上市。 细数
之下，这样的湘籍兄弟上市公
司有10对之多。 萌生于同一
片土壤，同行聚光，难免会备
受关注，它们去年的业绩又是
怎样的呢？

湘股“兄弟公司”有10对

2017年，湖南企业IPO迎
来丰收， 先后有17家企业上
市。目前，湖南的上市公司数
量达到了103家。

记者梳理发现，湖南的上
百家上市公司中，细分行业的
同类公司可不少， 它们既是
“兄弟公司”， 又是竞争对手。
具体说来， 这样的公司包括：
从事药品零售连锁的老百姓
大药房和益丰大药房；家纺行
业的多喜爱和梦洁家纺；主营
医药装备的千山药机和楚天
科技；从事商业零售连锁的步
步高和友阿股份；经营酒店的
华天酒店和通程控股；主营高
速公路的现代投资和湖南投
资；医药制造业的九典制药和
方盛制药；主营仪器仪表业务
的开元股份和三德科技；生产
销售饲料的正虹科技和唐人
神。算上工程机械巨头三一重
工和中联重科， 这样的湘股
“兄弟公司”共有10对。

年报靓丽，业绩高增长

随着国内外经济同步复
苏， 受基建投资增长等影响，
工程机械行业在2017年步入
了快速增长阶段，工程机械巨
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均交
出了一份靓丽的年报。 2017�
年，三一重工实现营收383亿
元，同比增长65%；净利润21

亿元，同比翻了9倍多。中联重
科也不甘示弱，营收233亿元，
同比增长16%； 净利润13亿
元，同比翻了2倍多。

2017年， 老百姓实现营
收75亿元，净利润4亿元，净利
润同比增长25%。益丰药房营
收48亿元，净利润3亿元，净利
润同比增长40%。

环境一样，业绩大不同

2017年， 开展仪器仪表
业务的企业日子并不怎么好
过。三德科技去年营收2亿元，
同比略降；净利润2381万元，
同比下降了三成多。有意思的
是，去年由仪器仪表单一主业
转型为职业教育与仪器仪表
双主业的开元股份却赚了不
少, 成为湘股净利润指标的
“增速王”，而公司八成多的利
润是来自职业教育。

2017年， 医药装备行业
进入了调整转型期，楚天科技
抓住机遇， 实现营收13亿元，
同比增长三成多； 净利润1.6
亿元， 同比也是增长三成多。
同是医药装备行业的千山药
机， 却因涉及民间借贷纠纷，
年报至今“难产”。5月3日，千
山 药 机 复 牌 ， 股 价 大 跌
6.86%。

稳打稳扎，发展平稳

在这10对“兄弟公司”中，
步步高与友阿股份属于步步
为营、稳打稳扎的“好兄弟”。

年报显示， 步步高2017
年营收173亿元， 净利润为
1.46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一
成多。 友阿股份营收73亿元，
净利润为3亿元， 净利润同比
增长。两家公司近两年的业绩
一直稳打稳扎，增长平稳。

■记者 潘显璇

10对湘股“兄弟公司”业绩大PK
工程机械持续回暖，三一和中联年报靓丽

目前，湖南的上市公司数量达到了103家。

践行大行使命

体制机制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