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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ＩＲＣ 中国保监会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ＭＬ / ＣＦＴ 反洗钱 / 反恐怖融资
( 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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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ＦＳ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ＴＭ 自动取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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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ＰＭＩ 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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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 资本充足率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ＲＳ 自动循环存取款机

ＣＢＲＣ 中国银监会
(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 ｃａｓｈ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ＳＲＣ 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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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ＲＣ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ｒｇｅ

(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ＢＯＣ)
ＣＤＢ 国家开发银行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中国进出口银行

(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为方便国外读者ꎬ ( 英文版) 将人民币转换为美元ꎮ

( 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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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ＦＡＴＦ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ＦＣＰ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ＪＤ 京东(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ｏｆ ＰＢＯＣ)

ＬＴＤ 存贷比( ｌｏａｎ￣ｔ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ＦＩＰ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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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Ｉ 国民总收入
(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２Ｐ 政府对个人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ＧＰＦＩ 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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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中国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均发生了显著变化ꎮ 从农村信用社和
政策性银行的改革ꎬ 到助农取款模式的探索ꎬ 再到金融科技公司的出现和迅速
壮大ꎬ 众多纷纷涌现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金融产品ꎬ 以及政策与方法ꎬ 是中国
普惠金融近年来发展变化最突出的方面ꎮ 中国在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
进步ꎬ 主要成就包括: 建设了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ꎬ 降低了借贷双方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性ꎬ 实现了资金在个人、 企业及政府之间的安全、 高效流动ꎮ 中国还
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代理服务网络之一———助农取款服务网络ꎬ 扩大了正
规金融部门的服务范围ꎬ 使其能够拓展到金融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ꎮ 新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日益通过数字业务模式提供ꎬ 消费者对这些新产品和服务表现出强
烈需求ꎮ 就账户拥有率这一普惠金融基础指标而言ꎬ 中国与其他 Ｇ２０ 国家不相
上下ꎮ

不过ꎬ 要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ꎬ 中国仍面临着许多挑战ꎮ 普惠金
融各参与主体须全面认可现代普惠金融理念ꎬ 并就此达成共识———尤其是地方
政府ꎬ 许多地方政府的观念还停留在提供信贷补贴阶段ꎮ 要确保在政府发挥适
当、 积极作用的同时ꎬ 现有模式能够可持续且以市场为主导ꎬ 还需作出更大努
力ꎮ 必须更好地理解并有效管理与新的、 技术驱动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和产品相
联系的风险ꎬ 必须将这类风险与鼓励产品设计及交付方面的创新加以平衡ꎬ 因
为这方面的创新能够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ꎮ 此外ꎬ 金融基础设施亦需进一步改善ꎬ
以跟上行业发展步伐ꎬ 并能使数字金融拓展到金融服务不足地区ꎮ
当前的市场和政策环境表明ꎬ 中国普惠金融正处于一个难得的、 充满潜在
变化的时期ꎮ 从市场角度看ꎬ 中国的金融科技持续发展ꎬ 传统金融机构也积极
探索数字商业模式ꎮ 从政策角度看ꎬ 中国政府当前对提高金融部门包容性的重
视程度前所未有ꎮ 中国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 以下简称
« 规划» ) 的出台ꎬ 是这方面的一项标志性举措ꎮ « 规划» 在提高金融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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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覆盖率、 可得性和满意度方面ꎬ 设定了宏伟蓝图ꎬ 并明确其扩展和深化普
惠金融的重点对象是小微企业、 农民、 城镇低收入人群、 贫困人群和残疾人、
老年人等缺乏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不足群体ꎮ

１ １

报告写作目的

在全球范围内ꎬ 同中国一样ꎬ 许多国家都将普惠金融放在优先地位加以推
动并在拓展普惠金融的范围及目标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ꎮ 普惠金融之所以能有
这么大的发展ꎬ 其中一个支持性因素是包括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 ( ＧＰＦＩ) 、
普惠金融联盟 ( ＡＦＩ) 以及世界银行集团 ( ＷＢＧ) 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论坛所
起的作用ꎮ 这些组织和论坛使得各国以及全球各相关方ꎬ 能彼此分享最佳经验
和模式ꎬ 讨论共同面临的挑战ꎬ 并在可行的情况下ꎬ 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普惠金
融发展ꎮ 从这些活动中得出的一条经验是ꎬ 每个普惠金融的 “ 成功故事” ꎬ 都
是该国内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肯尼亚开创性地使用移动货币ꎬ 巴西和
哥伦比亚拓展代理银行网络ꎬ 以及印度和墨西哥创设服务于特定群体的银行
( ｎｉｃｈｅ ｂａｎｋｓ) ꎬ 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方法ꎬ 反映了这些国家特定的历史、 文化、
政治和金融背景ꎮ 这些方法尽管各不相同ꎬ 却都致力于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结
构性挑战: 通过传统方法ꎬ 服务那些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客户 ( 或服务农村和偏
远地区客户) 所产生的高交易成本问题ꎻ 对可靠、 有效的信用评估造成影响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ꎻ 市场竞争和创新不足问题等ꎮ 任何国家都必须解决这些挑战ꎬ
方能成功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ꎮ
因此ꎬ 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撰写此报告的目的即在于ꎬ 展示
中国在最近十五年间发展普惠金融的方法ꎬ 指出仍然面临的挑战ꎬ 以及提炼可
供全球借鉴的经验ꎮ 本报告的撰写是对促进普惠金融有共同兴趣的国家之间同
侪学习传统的积极遵循ꎮ 希望本报告对那些致力于探索和完善普惠金融长期可
持续发展路径的国家有所裨益ꎮ

１ ２

互联网金融、 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机遇和挑战是贯穿本报告始终的相互交叉的
主题ꎮ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出台的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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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指导意见» ( 下称 « 指导意见» ) 指出: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
联网企业 ( 即从业机构)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实现资金融

通、 支付、 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ꎮ « 指导意见» 还指出ꎬ
“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ꎬ 将对金融产品、 业务、 组织和服务等方面
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ꎮ”

在中国ꎬ “ 数字金融” “ 互联网金融” 和 “ 金融科技” 三个术语在某种程度

上是可以互用的ꎮ 但考虑到本报告读者的全球性ꎬ 我们使用 “ 数字金融” 泛指
传统金融机构和新提供商在金融服务的交付中运用数字技术的业务模式ꎮ 在本
报告中ꎬ “ 金融科技公司” 用于特指那些核心商业模式建立在创新性数字金融
上的新提供商ꎮ 因此ꎬ 数字金融既包括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对数字技术的运用
(如代理模式、 支付基础设施、 在线平台ꎬ 以及运用大数据等———将在 ４ １ 节论
述) ꎬ 也包括金融科技公司自身 ( 将在 ４ ３ 节进行论述) ꎮ 数字金融的贡献与挑
战将在 ４ ３ ８ 小节和第五、 六章予以详述ꎮ

１ ３

报告内容与结构

报告其余部分结构如下ꎮ 第二章汲取了国际最佳实践和共识ꎬ 为整个报告
建立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基础ꎮ 该章定义和探讨了普惠金融的若干关键要素: 可
得性ꎻ 多样且适当的产品ꎻ 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ꎻ 以及安全和责任ꎮ
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ꎬ 第三章对中国当前的普惠金融状况提供了一个量
化基准分析ꎮ
第四章对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普惠金融经验作了总结ꎮ 这一章并非面面俱到ꎬ
而将重点放在关键进展上ꎬ 尤其是那些可能与其他国家相关的、 或为其他国家
感兴趣的地方ꎮ 这一章大致按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类别进行组织: (１) 传统提供
者 ( 如银行、 农村信用社、 保险公司) ꎻ (２) “ 新型” 提供者 ( 如村镇银行、 小
额贷款公司) ꎻ (３) 金融科技公司 ( 如非银行支付机构、 网络贷款公司、 互联
网银行) ꎮ 除探讨各类提供者对普惠金融的贡献外ꎬ 这一章还深入讨论了中国政
府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ꎮ



来源: 人民银行等十部委 (２０１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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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探讨了中国为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ꎮ
第六章基于全球视角ꎬ 论述了其他国家可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经验中得到
的启示ꎮ

第二章

普惠金融关键要素

在过去几十年里ꎬ 普惠金融的概念已有了很大发展ꎮ 在概念提出之初ꎬ 它
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ꎮ 如今ꎬ 普惠金融被视
为国家和全球层面涵盖广泛的一个政策目标———该政策目标是综合性的ꎬ 包括
了一系列产品、 消费者群体、 金融服务提供者、 交付渠道、 政府机构ꎬ 以及其
他利益相关方ꎮ 在本报告中ꎬ 普惠金融是指:
个人、 小微企业 ( ＭＳＥｓ) 能够获取和使用一系列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而言便捷安全ꎬ 对提供者而言商业可持续ꎮ

这个定义是全面性的ꎬ 与一些仅仅局限于特定金融产品或消费者群体的普
惠金融概念相比ꎬ 其涵盖更为广泛ꎮ 然而ꎬ 它包含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普
惠金融所 作 定 义 中 的 很 多 共 同 要 素ꎬ 包 括 中 国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中对普惠金融的定义 ( 详见专栏 ２ １) ꎮ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强调ꎬ 小微企业、 农民、 城镇低收入人群、 贫困人群
和残疾人、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尤其值得关注ꎮ



专栏 ２ １




国际社会对普惠金融的定义
不同利益相关方对普惠金融给出了不同定义ꎮ 中国 « 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开宗明义: “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
商业可持续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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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小微企业、 农民、 城镇低收入人群、 贫困人
群和残疾人、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ꎮ”
２０１４ 年 « 全球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对普惠金融的定义非常简单明了:

“ 使用金融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的比例” ꎮ

６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普惠金融中心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提出了一个多维度的愿

景ꎬ 将普惠金融描述为: “ 向所有有需求的人提供一系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 即便利、 可负担、 适当、 尊重客户及保护客户权益) ” ꎬ 此外ꎬ 金融服务
由各类主体在竞争性市场中提供ꎬ “ 具有多样的服务提供者、 强大的金融基
础设施ꎬ 及清晰的监管框架” ꎮ
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 ＧＰＦＩ) 将普惠金融定义为 “ 所有处于工

作年龄的成年人 ( 包括目前被金融体系所排斥的人) ꎬ 都能够有效获得正
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以下金融服务: 贷款、 储蓄 ( 广义概念ꎬ 包括活期账
户) 、 支付和保险ꎮ” 同时进一步将 “ 有效获得” 定义为 “ 消费者能够以可
负担成本获得、 提供者能够持续供给的便捷、 负责任的金融服务ꎬ 使那些
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和金融服务不足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和使用正规金融
服务” ꎮ
资料来源: ＣＦＩ (２０１１) ꎻ ＧＰＦＩ (２０１１) ꎻ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ꎮ
本章将定义和总结普惠金融的关键要素ꎬ 目的是为后面探讨中国在这一领
域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提供分析框架ꎮ 为实现这一目的ꎬ 本章对包含在前述普
惠金融定义中的四个关键要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１) 可得性ꎻ

(２) 多样且适当的产品ꎻ

(３) 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ꎻ
(４) 安全和责任ꎮ

以下各小节将对上述四个关键构成要素逐个进行深入探讨ꎬ 包括主要内容、
对普惠金融的重要性、 面临的共同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战略举措ꎮ 尽管我
们将在不同小节分别介绍这四个关键要素ꎬ 但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ꎬ 文
中会指出这一点并加以讨论ꎮ

２ １

可得性

消费者能否便捷地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普惠金融的关键驱动因素ꎮ 可得

第二章

普惠金融关键要素

性意味着消费者在物理上能够充分接近各类服务设施 ( 包括分支机构、 代理点、
自动取款机 ( ＡＴＭ) 或其他网点及设备) ꎬ 这样他们就可以便捷地挑选和使用
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远程服务渠道例如手机、 计算机等ꎬ 对于获取和使用
金融产品也越来越重要ꎮ 物理可得性的缺乏会对金融服务不足群体带来高额的
交易成本 ( 如交通费用等直接成本ꎬ 时间花费等间接成本) ꎬ 因此金融产品难
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满足消费者日常金融需求工具的全部价值ꎮ 在选择是否或如
何参与正规金融体系时ꎬ 消费者确实非常看重金融服务的可得性ꎮ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 ＣＨＦＳ) 的结果ꎬ 拥有账户的家庭中有 ４５％ 选择金融服务
提供者的主要原因是 “ 位置便利” ꎬ 这也是排在首位的原因ꎮ 可得性不足导致
正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水平较低ꎮ 研究证明ꎬ 改善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能增加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使用ꎬ 同时也能带来诸如增加收入、 促进生产投
资和就业等很多普惠金融产生的收益ꎮ
在许多国家ꎬ 金融机构根据经济效益设置分支机构ꎮ 过去ꎬ 消费者只能在
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实体网点接受金融服务ꎮ 但是ꎬ 建设和运营实体网点的成本
大大高于服务特定消费者群体所获得的收入ꎬ 由此导致这些群体 ( 大多是收入
低且不稳定的农村和低收入消费者) 基本上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服务严重不
足———出现这种结果不足为奇ꎮ

在许多国家ꎬ 有一些金融服务提供者专门服务上述金融服务不足群体ꎬ 如

中国的村镇银行 ( ＶＴＢ) 、 卢旺达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 ( ＳＡＣＣＯ) ꎬ 这些机构在
拓展农村和低收入消费者获取金融服务的范围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与主流商
业银行相比ꎬ 此类机构通常提供低成本、 简单的业务ꎮ
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ꎬ 即使拥有一个更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ꎬ 经济效益
仍然是拓展实体服务网点的一个重要障碍ꎮ 因此ꎬ 实现普惠金融需要超越实体
网点的局限ꎬ 另辟蹊径来提升物理可得性ꎮ 技术、 新商业模式和不断改进的监
管方式ꎬ 它们的结合有助于金融服务提供者以较低的成本为普通消费者提供更
便捷的金融服务ꎮ 自动取款机 ( ＡＴＭ) 是第一个广为分布的无网点服务设施ꎬ
在包含中国在内的 １３０ 多个经济体中ꎬ 自动取款机的分布远远超过了银行网点ꎬ

 ３５％ 的家庭选择 “ 工资卡 / 养老金卡 / 单位指定” ꎻ １０％ 的家庭选择 “ 时间上方便” ꎻ ７％ 的家庭选择 “ 服

务好” ꎻ ５％ 的家庭选择 “ 自助取款机数量多” ꎻ 不到 ５％ 的家庭选择网上银行较好、 费用低、 业务程序简单、 取款
不受限制、 银行倒闭的风险小ꎬ 以及没有其他机构等选项ꎮ


如参见ꎬ Ｂａｎｊｅ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３) ꎻ Ｂｒｕｈｎ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２０１４) ꎻ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ｄｅ (２００５) ꎻ Ｓａｎｆｏｒｄ (２０１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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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中国 ＡＴＭ 数量是银行网点数量的四倍以上ꎮ 从中国、 印度尼西亚、 马

尔代夫等国的船载银行、 摩托车银行、 汽车银行ꎬ 到越南的移动自动取款机ꎬ
再到印度、 俄罗斯等国具有支付功能的售货亭ꎬ 都是创新手段和方式的运用ꎮ
在这些案例中ꎬ 并没有投资修建、 运营全功能的网点ꎬ 但都成功改善了消费者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ꎮ
代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兴模式近年来发展迅速ꎬ 已经成为中国普惠金融取得
成功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 便利店、 邮局、 大型零售商ꎬ 或其
他的店铺成为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或移动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第三方代理机构ꎮ
这些代理机构主要依靠 ＰＯＳ 机和移动设备运营ꎮ 它们的普及归功于金融服务提
供者希望利用现有的零售基础设施 ( 特别是覆盖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

来降低交易成本、 开发新的消费者群体ꎬ 以及从支付相关的业务中获益ꎮ 在
巴西、 中国、 印度和秘鲁等几个主要经济体中ꎬ 金融服务提供者的零售代理机
构数量已经超过其实体网点数量ꎮ
尽管这些新模式能够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ꎬ 但发展并不均衡ꎮ 虽然一些新
的渠道比全功能的物理网点成本要低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绝对成本也很低ꎬ
一直以来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成本收益问题仍然没有消失ꎮ 比如ꎬ 设立一个配
有自动取款机和 ＰＯＳ 机的代理点ꎬ 所需的投入并不低ꎬ 在很多情况下ꎬ 从小额
交易中获取的收入往往难以弥补前期投资和运营成本ꎮ 因此ꎬ 金融服务物理可
得性的不均衡仍然是许多经济体的一个核心特征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数
据ꎬ 从全球来看ꎬ 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中有超过 ２０％ 的人将距离作为开立账
户最主要的障碍ꎮ 这意味着ꎬ 由于可得性障碍ꎬ 全球至少有 ４ ４ 亿成年人被排
斥在金融体系之外ꎮ

此外ꎬ 从消费者角度看ꎬ 并非所有类型的提供者或服务渠道都是无差别的ꎮ
网点类型不同ꎬ 其在便捷性、 产品提供、 渠道功能以及运营质量等方面差异也
很大ꎮ 在多数国家ꎬ 商业银行的实体网点仍然提供了最全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针对农民和贫困群体的专业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在提高物理可得性方面发挥了重


来源: ＩＭＦ ＦＡＳ (２０１６) ꎮ



来源: ＩＭＦ ＦＡＳ (２０１６) ꎻ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ＰＳＳ (２０１６) ꎮ




来源: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１) ꎮ

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是世界银行建立的涵盖 １４０ 多个国家的普惠金融数据库ꎮ 数据

每三年收集一次ꎬ 作为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的一部分ꎬ 通过向个人调查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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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ꎬ 但在一些情况下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产品和服务ꎬ 而且可能尚未被充
分纳入到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中 ( 如支付基础设施、 征信系统) ꎬ 并面临
着监管障碍ꎮ 比如ꎬ 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提供信贷服务且展业地理区域有
限 ( 即业务经营通常限于一县之内) 、 融资渠道单一ꎬ 而且受到的监管在不同
省 / 县还有不同ꎬ 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和运行成本ꎮ 这些事实说
明ꎬ 多样化的服务网点对于提高消费者整体金融服务可得性程度不可或缺ꎮ

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代理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实体网点的基本业务功能ꎬ
往往取决于有关法律和监管的规定以及实际商业模式ꎮ 秘鲁和巴西的代理点可
以提供较为广泛的金融服务ꎬ 但是在中国ꎬ 目前还不允许代理点吸收存款或办
理开户业务ꎮ 对代理点功能的限制、 与客户尽职调查要求等有关的法律规定ꎬ
决定了代理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实体网点的金融服务功能ꎮ
除了金融服务提供者经营的物理网点ꎬ 手机和计算机等个人设备日益成为
消费者选择和使用金融产品的新渠道ꎮ 这些个人数字设备可以促进消费者在基
于与金融服务提供者现有关系的基础上使用金融产品 ( 例如可将已有账户与第

三方支付机构关联) ꎬ 同时也提供了更便利的产品使用平台 ( 例如收付资金) ꎬ
因此提高了消费者金融服务的可得性ꎮ 但是ꎬ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 个人数字设备
不能完全取代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ꎬ 对于首次进入正规
金融体系的消费者来说更是如此ꎮ 出于身份识别和提供证明文件等需要ꎬ 数字
产品的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一开始仍需面对面接触ꎮ 比如ꎬ 在中国ꎬ 宜信 ( 一
家 Ｐ２Ｐ 网贷平台) 的大部分客户仍然需要本人当面提交审核文件ꎮ

２ ２

多样且适当的产品

发展普惠金融ꎬ 必须合理设计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使之能够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ꎬ 特别是满足那些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获得服务不足群体的需求ꎮ 合
适的金融产品设计要求识别特定消费者群体的需求ꎬ 并选择能够以合理的成本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特性ꎮ 金融产品的合适性或质量涉及到很多方面ꎮ 普惠
金融中心 (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对 “ 质量” 的定义包括: 可负担、 便
捷、 产品匹配、 安全、 维护客户尊严ꎬ 以及保护客户权益ꎮ 其他的一些定义


来源: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ｒ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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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适当、 透明和客户价值ꎮ 这些要素往往相互关联或有所交叉ꎮ
那么ꎬ 产品设计的质量是如何对普惠金融产生影响的? 合适的产品能够推
动产品的获取和使用ꎬ 让更多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获得服务不足的群体进入正
规金融体系ꎮ 与之相反ꎬ 不适合的产品不利于产品的普遍接受和长期使用ꎬ 甚
至可能对低收入消费者带来损害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 指
出: 最新研究表明ꎬ 产品设计特性能够影响个人使用产品的广度和效果ꎮ 不注
重产品设计是造成交易账户获取和使用受限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通常而言ꎬ 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难以很好地满足低收入消费者的需求ꎬ
这些群体往往只需要简单、 低成本的产品ꎬ 无需多余的功能ꎬ 基础性银行账户
就是具有这种特性的金融产品ꎮ 基础性银行账户通常是活期账户ꎬ 不用每月支
付费用或费用很低ꎬ 无最低存款要求或要求很低ꎬ 对每月的交易笔数有限制ꎬ
具有活期账户的基本功能ꎬ 而且没有诸如透支等额外功能ꎮ 针对小微企业的微
型信贷ꎬ 是产品设计符合低收入消费者需求的另一个传统范例ꎮ 微型信贷利用
如商誉、 集团担保等ꎬ 作为传统抵押品的替代ꎬ 来提供短周期信贷ꎬ 更能满足
非正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ꎮ 数字金融ꎬ 部分基于其运用先进数据分析方法对
现有和潜在客户进行分析的能力ꎬ 设计出合适的产品和服务ꎬ 在满足个人消费
者更加个性化的需求方面将释放巨大潜力ꎮ
合适的产品设计还须考虑影响所有金融服务消费者的行为偏差ꎮ 现时倾向
(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ｂｉａｓ) 常常影响金融决策ꎬ 导致消费者优先选择现时消费而不是为未来

储蓄ꎮ 为提高金融的普惠性ꎬ 应将理解并适应消费者行为偏差融入产品设计中ꎮ
考虑行为偏差的产品设计的例子包括承诺储蓄产品账户、 自动储蓄提醒账户ꎮ
更深入地了解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服务不足群体的特征和需求ꎬ 有助于设
计出更合适的产品ꎮ 尽管获取目标客户的详细信息并非易事ꎬ 但近些年也涌现
了很多新的方法ꎮ 如财务日记ꎬ 可非常详细、 及时地记录观察家庭的财务状况ꎬ
其他类型的市场调查手段也有助于更好掌握消费者的行为ꎮ 以人为中心 ( 或以
客户为中心) 的产品设计ꎬ 已超越了传统的市场调查ꎬ 日益受到重视ꎮ 以人为
中心的产品设计过程强调在消费者所处的环境中仔细倾听和观察ꎬ 了解消费者
的需求、 偏好和行为ꎬ 从而可以直接向消费者学习ꎬ 以便提供适合特定情形的



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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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ꎮ 相关成果随后被用于新的或不同的产品设计与供给ꎮ
便利性是金融产品和服务适当性的另一重要考量因素ꎮ 对于消费者而言ꎬ
便利性既与物理网点和渠道有关ꎬ 又与金融服务的及时性以及由程序繁琐等导
致的金融服务效率损失 ( 或无效率) 有关ꎮ 申请贷款所需文件、 申请获准所需
天数、 语言和读写困难等ꎬ 都会对消费者获得及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带来障碍ꎮ

在提高金融的普惠性时ꎬ 可负担性也是评价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又一关键因
素ꎮ 对低收入消费者而言ꎬ 产品成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然而ꎬ 也许最为实际
的考虑视角是广义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价值定位ꎬ 这对金融产品和服务长期可持
续供给来说是不可或缺的ꎮ ２ ３ 小节将进一步论述这一概念ꎮ

产品覆盖面及多样性是普惠金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有关财务日记的

研究发现ꎬ 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各不相同而且非常复杂ꎮ 为了有效管理风险、 安
全存储货币、 进行日常交易、 满足贷款需求ꎬ 与其他家庭一样ꎬ 低收入家庭相
应也需要一系列基础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而不仅仅是诸如贷款或支付等单一产品
或服务ꎮ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种类中的
每一款产品和服务ꎬ 而是指当他们需要时ꎬ 能够在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中进
行选择并使用ꎮ
正如专栏 ２ ２ 所述ꎬ 基础性支付和储值工具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非常重要ꎬ

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完成很多日常交易活动ꎬ 如进行经济交易、 汇款收款、
储值等等ꎮ 由于低收入者更容易受到财务冲击的影响ꎬ 并可能导致严重的长期
后果ꎬ 因此ꎬ 保险产品对他们也非常重要 ( 如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丧葬保险、
财产保险、 农业保险等) ꎮ 低收入者的收入通常很不稳定而且往往具有季节特
征ꎬ 他们非常需要可以安全存钱的产品ꎮ 由于难以获得正规的储蓄产品ꎬ 低收
入者常常借助于非正规手段来储蓄ꎬ 如现金、 牲畜等资产或依靠社交圈ꎬ 但通
过这些方式储蓄很容易遭受盗窃或造成价值折损ꎮ 最后ꎬ 贷款对生产、 消费ꎬ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于平滑收入都非常有用ꎮ 信贷包括微型企业贷款、 消费贷
款、 助学贷款、 房产抵押贷款、 住所改善贷款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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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２ ２




储值交易账户
对于某些产品而言ꎬ 如果对设计的适当性加以更多关注ꎬ 则能够产生
显著效果———储值交易账户就是这样一类产品ꎮ 大多数成年人都能从这类
可以进行储值、 收付款的基础产品中获益ꎬ 这在近年来已逐渐形成共识ꎮ
这一共识具有有力的证据支撑ꎮ 研究发现ꎬ 获得并使用这类产品为消费者
带来了明显收益ꎬ 并且这类产品促使消费者行为类型趋于一致ꎬ 即大部分
成年人都将付款和收款作为其日常货币管理的一部分ꎬ 同时几乎所有成年
人都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全存储现金的地方ꎮ
２０１６ 年 « 普惠金融支付报告» ( ＰＡＦＩ) ( 由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

会 ( ＣＰＭＩ) 与世界银行集团共同发布) 对储值交易账户给出了如下定义:

储值交易账户是指在银行 ( 或其他获得批准和 / 或受到监管的支付服务

提供者) 拥有的账户 ( 包括电子货币账户) ꎬ 该账户可以用来付款、 收款
和储值ꎮ
更具体地说ꎬ 储值交易账户包括在银行或其他获准从事吸收存款业务
的金融机构开立的所有存款账户ꎬ 存款账户可用于收款、 付款ꎻ 也包括基
于电子货币的预付工具ꎬ 不论该预付工具是由银行、 其他获准从事吸收存
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提供的ꎬ 或非存款类支付服务提供商 ( 如移动网络运营
商) 提供的ꎮ
对于许多金融产品而言ꎬ 有关其益处的证据并非完全一致ꎬ 但研究者
对于基础性支付和储值工具给它们的所有者带来的显著好处基本达成了共
识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 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ꎮ 在全球
层面ꎬ 世界银行行长金镛博士 ２０１３ 年末指出了这些储值账户的重要价值以
及在账户拥有率上现存的差距ꎬ 并宣布了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 “ 金融服务全覆
盖”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的倡议ꎮ 这个倡议的目标就是使所有成年
人都拥有一个储值账户ꎮ

当然ꎬ 推动广泛获取和使用储值账户不仅需要进一步改进产品设计ꎬ
还包括对本章提到的一些要素有关方面进行完善ꎮ « 普惠金融支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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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加储值账户的获取和使用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ꎬ 主要围绕七个指导性
原则展开ꎬ 涉及多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行动ꎮ
资料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ꎮ

数字金融的作用一直在快速增强ꎬ 在促进产品多样化方面潜力很大ꎬ 有助
于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ꎮ 数字金融服务既包括适用于数字载体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 ( 如移动货币、 网络借贷) ꎬ 数字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 ( 例如利用
大数据进行信用评分、 代理模式等) ꎬ 也包括通过数字技术渠道获取传统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ꎮ 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出现及应用ꎬ 使得金融服务提供者能以
较低的成本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以便捷的方式覆盖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ꎬ 从
而可极大地丰富提供给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上文提出的很多关于产品范围和适当性的问题都具有监管和政策意义ꎮ 监
管环境可能有利于普惠金融各项举措ꎬ 但也会对其形成阻碍ꎮ 金融管理部门应
着力于顶层设计ꎬ 推动产品设计创新和交付创新ꎻ 另外ꎬ 监管也能推动解决一
些具体问题ꎬ 如实施更加灵活的、 以风险为本的 “ 了解你的客户” 和客户尽职
调查规则ꎬ 将有助于克服为没有正式身份证明的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所面
临的障碍ꎮ 同时ꎬ 政策制定者必须平衡好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服务而创新
的方式方法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ꎮ

２ ３

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ꎬ 可得性、 多样和适当的产品是普惠金融的关键要素ꎬ
但这里还面临一个关键挑战: 如何构建和维持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ꎬ 使得
金融服务提供者能以成本节约的方式、 长期可持续地提供产品和服务ꎮ 如果一
个金融体系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ꎬ 为原本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服务ꎬ 那么普
惠金融的长远目标最终也难以实现ꎮ
一个多元、 竞争和创新的市场对于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ꎮ 尽管消
费者需要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但在大多数市场上ꎬ 仅靠商业银行自身难以
向所有服务不足群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面向
不同客户群体或细分市场而采取不同商业模式的各类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可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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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动产品设计或交付模式的创新ꎬ 以及促进金融生态体系在长期内多元化可
持续发展ꎮ 商业银行、 农村地区的银行、 金融合作社、 微型金融机构、 邮政银
行、 支付服务提供者、 移动网络运营商ꎬ 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ꎬ 都能在普惠金
融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ꎮ 例如ꎬ 农村地区的银行和金融合作社在所处社区具有
长期广泛的联系ꎬ 能够更好地在当地建立信任关系ꎬ 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满足
客户的特定需求ꎮ 邮政银行及代理银行模式得以利用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
来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ꎮ 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实践ꎬ 一开始ꎬ
中国支持建立了新型金融服务提供者 ( 包括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 ꎬ 近年
来ꎬ 中国又批准设立了互联网银行ꎬ 也出现了新的诸如网络贷款公司等金融科
技公司ꎮ
在向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时ꎬ 为降低经
营成本、 克服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障碍ꎬ 商业实践也需要适当加以调
整ꎮ 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障碍ꎮ 服务提供者往往很难掌握那些无法获
得服务和服务不足群体中潜在借款人的信用记录ꎮ 过去ꎬ 解决这一难题的作法
有团体借款或信誉担保等方式ꎬ 随着大数据和替代性数据 ( 包括交易和社交数

据) 的迅速普及应用ꎬ 提供者现在能利用更多的数据进行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ꎬ
及用于实现其他目的ꎮ 数字技术还可以被用于操作过程ꎬ 例如可用于贷款的分
期偿还和审核ꎬ 从而进一步降低服务低收入群体的管理和运营成本ꎮ
实现金融服务可持续供给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ꎬ 具有强大的金融基础设
施ꎬ 能够支持信息和交易在广泛的市场参与者间有效传输ꎮ 金融基础设施主要
包括信用基础设施 ( 征信体系、 担保交易体系、 抵押登记ꎬ 以及破产制度) 和
全国性支付体系ꎮ 征信体系可在所有信贷服务提供者中收集和发布相关重要数
据 ( 包括分期偿还数据) ꎬ 有助于可靠、 经济地对消费者个人信用进行评价ꎬ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ꎬ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往往导致贷款机构
不愿意向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提供贷款ꎮ 担保交易体系和抵押登记使企业得以
利用其不动产 ( 如土地) 和动产 ( 如设备、 存货) 作为抵押物ꎬ 获取投资和发
展的资本ꎮ 破产制度和债务解决机制ꎬ 可在存在可能的或有效的资产重组方案
时ꎬ 有效拯救陷入困境的濒临倒闭企业ꎬ 这些制度安排可鼓励企业家进行投资ꎬ
承担可预见的风险ꎬ 以及增加金融服务提供商向这类企业贷款的意愿ꎮ
正如由国际清算银行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 ( ＣＰＭＩ) 和世界银行集团

联合撰写的 « 普惠金融支付报告» 所指出的ꎬ 全国性支付体系的关键要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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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用于小额电子资金划转的银行间系统ꎬ 支付卡处理平台ꎬ 以及银行间大额
清算系统ꎮ 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 ( 两个或更多授权接受和处理业务的平台之间
能实现无缝连接) 不仅能够促进竞争ꎬ 而且能够使提供者避免在类似的基础设
施系统上进行重复投资ꎮ 采取反竞争措施限制某些服务提供者 ( 特别是新进入
的或非传统提供者) 接入这些共享的支付系统ꎬ 会阻碍新市场主体的进入ꎬ 不
利于市场长期竞争和激发市场活力ꎮ 移动及小额支付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ꎬ
也能够促进数字金融业务模式的扩张ꎮ
最后ꎬ 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
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ꎮ 尽管政府部门出
于良好的愿望ꎬ 出台许多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举措ꎬ 但这些举措有时会导致市
场扭曲ꎬ 最终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ꎬ 如设置过于严格的利率上限可能限制信贷
可得性ꎬ 提供补贴贷款可能促使消费者养成不良的还款行为ꎬ 也不利于私人部
门进入信贷市场ꎮ 相反ꎬ 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在以下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
(１) 与私人部门建立良好的政策对话机制ꎬ 加深对其的了解ꎻ (２) 建立有利的
法律和监管环境ꎬ 实施适度监管要求ꎬ 具备充分的监管能力ꎻ (３) 建立覆盖面
广、 稳定可靠的金融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ꎮ

２ ４

安全和责任

实现普惠金融的长期发展目标需要负责任地向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同时普惠金融政策目标应当与金融稳定和市场诚信的政策目标相一致ꎮ 总而言
之ꎬ 金融管理部门应当持续评估风险ꎬ 在不同金融政策目标之间做好权衡取舍ꎮ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要素包括产品和服务条款的清晰披露、 公开透
明ꎬ 公平对待消费者ꎬ 以及建立便捷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等ꎬ 这对于确保消费
者获得最符合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ꎬ 以及在使用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权益不受
到侵害是必不可少的ꎮ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对增强消费者 ( 特别是新进入正规
金融体系的消费者) 对金融体系的信任至关重要ꎮ 在法律和监管环境中应确保
存在一个完备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ꎬ 该框架对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设
定了明确的规则ꎮ
即使不考虑可得性或产品适当性ꎬ 低水平的金融能力也是负责任地获取、
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又一障碍ꎮ 金融能力是指消费者采取最符合自身金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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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行动的内在能力ꎬ 与其管理自身资源ꎬ 了解、 选择和使用符合需要的金融
服务密切相关ꎬ 包括消费者的知识、 态度、 技能和行为ꎮ 金融能力较低的个
体可能不信任正规金融服务提供者和 ( 或) 没有意识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
潜在收益ꎮ 改进金融能力能够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获取和使用ꎬ 从而更有效
地满足消费者需求ꎮ 金融服务提供者和金融管理部门应当考虑并采取措施提高
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服务不足群体的金融能力ꎮ
实现普惠金融的长期发展离不开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ꎮ 例如ꎬ 金融
管理部门为了实现普惠金融目标ꎬ 在通过放松监管要求鼓励某几类提供者或交
付渠道时ꎬ 必须确保有强大的监管框架ꎬ 使金融能长期稳定发展ꎬ 并使消费者
受到保护ꎮ 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ꎬ 注重平衡好风险和创新的关系可为以下方
面的创新提供持续增长空间: 新产品、 新交付渠道ꎬ 以及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
全面发展潜能的新型商业模式和伙伴关系ꎮ
在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同时ꎬ 要维护好市场诚信ꎬ 这也需要做好权衡取舍ꎮ
正如 « 普惠金融支付报告» 所指出的ꎬ 国家监管机构既要建立相关监管机制ꎬ
保护金融体系免受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冲击ꎬ 同时还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ꎬ
促进更加方便地解决消费者身份识别问题 ( 这个问题对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来说
是一大障碍) ꎻ 监管机构还要使新的提供者能够进入市场ꎬ 并为金融产品创新留
下空间ꎮ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 ＦＡＴＦ) 支持采用以风险为本的方法实施其政策
建议ꎬ 特别是在消费者尽职调查 ( ＣＤＤ) 方面ꎮ 但是ꎬ 有些监管当局之所以未
能采用以风险为本的方法ꎬ 从而错失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良机ꎬ 是因为担心会
违背 ＦＡＴＦ 的政策建议ꎮ 因此ꎬ 过于严格的反洗钱 / 反恐怖融资规定会对普惠金
融发展造成一定影响ꎮ



来源: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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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采用直观的量化方法ꎬ 通过国家间基准比较分析ꎬ 对中国的普惠金融
发展进程进行评估ꎮ 本章侧重从整体层面进行分析ꎬ 第四章将会对本章强调的
趋势及趋势背后的动因进行更深入研究ꎮ 本章使用了一系列全球和国家层面与
普惠金融相关的数据库ꎬ 包括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 ＣＨＦＳ) 、 世界银行集团的全
球金融 数 据 库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的 金 融 服 务 可 得 性 调 查
( ＦＡＳ) 数据库ꎬ 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全球支付体系调查 ( ＧＰＳＳ) 和企业调查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ꎮ 用于比较分析的主要指标来自于二十国集团普惠金融指标

体系 ( Ｇ￣２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ꎬ 包括 ２０１６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下ꎬ
由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 ( ＧＰＦＩ) 新增加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标ꎮ 本章的基准比
较分析将利用四个对照国家组的情况ꎬ 与中国当前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对
比分析ꎮ 这四个对照组是:
• 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 ( Ｇ￣２０ ＨＩＣ) ꎻ

• 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 ( Ｇ￣２０ ＭＩＣ) ꎻ

• 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 ＥＡＰ Ｌ￣ＭＩＣ) ꎻ
• 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 ꎮ
表 ３ １ 提供了上述对照组情况总览ꎮ
表 ３ １
对照组

缩略语

中国

—

国家数量
( 个)

对照组基本情况
组内国家

１

中国

平均人口

农村人口 人均国民收入

( 人)

( 占比)

( 美元)

１, ３７８, ６６５, ０００

４３ ２

８, ２６０

８８, １７０, ７０４

１７ ８

３４, ９９０

阿 根 廷、 澳 大 利 亚、 加
二十国集团
高收入国家

拿大、 法 国、 德 国、 意
Ｇ￣２０ ＨＩＣ

１２

大利、 日 本、 韩 国、 俄
罗 斯、 沙 特 阿 拉 伯、 英
国、 美国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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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数量

对照组

缩略语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ＭＩＣ

６

亚、 墨 西 哥、 南 非、 土

ＥＡＰ Ｌ￣ＭＩＣ

４

马 来 西 亚、 菲 律 宾、 泰

中等收入国家

国家

平均人口

农村人口 人均国民收入

( 人)

( 占比)

( 美元)

３４２, ６５０, ２３２

３４ ６

６, ６０３

７４, ０１８, ０２５

４８ ６

５, ２８０

８３, ６６９, ７７７

４７ ２

３, ０３０

巴 西、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东亚及太平洋
大型中等收入

组内国家

( 个)

耳其

国、 越南

阿尔及利亚、 孟加拉国、
其他大型
中等收入国家

哥伦比亚、 埃及、 伊朗、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

１２

肯 尼 亚、 尼 日 利 亚、 巴
基 斯 坦、 秘 鲁、 苏 丹、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

数据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ꎬ 均为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ꎮ

注释: “ 大型国家” 是指成年人口超过 ２, ０００ 万人的国家ꎻ “ 中等收入” 按照世界银行集团收入分类标准定义ꎻ

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对照组和中等收入国家对照组均不包括中国和欧盟ꎻ 人均国民收入使用图表集法 (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 计算ꎬ 为美元现值ꎮ

３ １

物理网点和远程服务点

正如 ２ １ 所述ꎬ 物理可得性是普惠金融的一个关键要素ꎮ 总体而言ꎬ 现有

数据显示ꎬ 中国金融部门的物理可得性 ( 包括分支机构、 ＡＴＭ 和代理机构) 与
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大致相当ꎬ 明显高于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
及两个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组的中位数ꎬ 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有广泛的代理机构网
络 ( 见图 ３ １) ꎮ 就分支机构网络而言ꎬ 中国落后于 Ｇ２０ 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
平ꎬ 但与 Ｇ２０ 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旗鼓相当ꎮ 至于自动取款机网络ꎬ 中
国虽然低于 Ｇ２０ 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ꎬ 但是比 Ｇ２０ 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及
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都高ꎮ

在中国ꎬ 代理机构是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ꎬ 中国代理机构网络规模巨大且
分布广泛ꎬ 拥有接近 １００ 万家代理点ꎬ 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ꎮ 但是ꎬ 如果计算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表明ꎬ ２０１６ 年末ꎬ 中国的助农取款点 ( 即中国的代理机构) 数量达 ９８３, ４００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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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数量ꎬ 中国的代理点密度 ( 每 １０ 万成年人 (１５ 岁以上) 拥有 ８８ 个代理
点) 与巴西 ( 每 １０ 万成年人拥有 ８４ 个代理点) 大致相当ꎬ 但落后于肯尼亚
(１５６ 个) 、 秘鲁 (３４４ 个) 和孟加拉国 (５０５ 个) ꎮ 中国代理点有限的功能也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ꎬ 它们尚不支持获取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 如不能
开户、 还款) ꎬ 而且也不允许客户通过代理点将钱存入其账户ꎮ

中国移动设备和互联网较高的普及率为成年人获取和使用金融产品及服务

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载体ꎮ 事实上ꎬ 中国很多正在兴起的金融科技模式 ( 如非银
行支付机构、 Ｐ２Ｐ 网贷平台等) ꎬ 依赖于移动或互联网设备ꎬ 或需要从大量的数
字交易中收集和加工数据ꎮ 在中国ꎬ 手机几乎是普遍使用ꎬ ９７％ 的成年人在接
受调查时称自己或其他家庭成员拥有一部手机 ( 图 ３ ２) 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ꎬ 仅有一半的成年人说其家庭能够上网ꎬ 这一比例低于二十国集团高收入
国家的平均水平ꎬ 但远高于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和两个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组的平均水平ꎮ 事实上ꎬ 可以接入互联网的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ꎬ 也潜在地降
低了传统宽带网络的重要性及效用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ＦＡＳ ２０１６ꎻ ＷＢＧ ＧＰＳＳ ２０１６ꎻ 国家有关部门ꎮ

图 ３ １




物理服务点

来源: ＩＭＦ ＦＡＳ ２０１６ꎬ ＧＰＳＳ ２０１６ꎬ 以及作者计算ꎮ
来源: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ꎬ ２０１４ꎬ ｗｗｗ ｇａｌｌｕｐ ｃｏｍꎮ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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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２０１４ꎮ

图 ３ ２

远程渠道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注释: 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数值不包括伊朗ꎬ 伊朗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不可得ꎮ 如果包括伊朗ꎬ 该对照组 ２０１４

年的数值为 ４２％ ꎮ

３ ２

图 ３ ３

储值交易账户拥有率

个人账户和支付工具

中国在推动获取储值交易账户这一重要的基础性金融工具方面取得了巨大
成功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银行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调查数据显示ꎬ ７９％ 的中国成年人至少拥
有一个储值交易账户ꎬ 即在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或电子货币提供商处开立的交
易和存款账户 ( 图 ３ ３) ꎮ 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ꎬ 该指标值 ２０１４ 年有了很大提升ꎬ 且
很可能在 ２０１４ 之后有进一步的增加 ( 新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数据将于 ２０１８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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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研数据ꎬ 中国成年人账户拥有率已超
过 ９０％ ꎮ 不过ꎬ 为了进行跨国与时间序列两个维度的基准比较分析ꎬ 我们在报
告中仍使用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数据ꎮ

中国账户拥有率迅速增长固然有多个原因ꎬ 但其肯定反映了金融管理部门

和金融服务供应者所做的努力 ( 将在第四章深入探讨) ꎬ 也反映了经济与人口
的总变化趋势ꎬ 包括人口迁移、 城镇化、 正规劳动力市场参与ꎬ 以及技术在中
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变化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二十国集团储值交易账户的平均拥有率为 ７６％ ꎬ 低于中国水平ꎬ

其分布包括了从印度尼西亚的 ３６％ 到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和英国的 ９９％

( 图 ３ ４) ꎮ 考虑到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远低于二十国集团的平均水平ꎬ 就储值账
户拥有率这个普惠金融核心指标而言ꎬ 中国显然比其他 Ｇ２０ 国家远胜一筹———

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数据库中数据可得的 １４０ 个国家相比显然也是如此 ( 图 ３ ５) ꎮ
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储值账户平均拥有率为 ５５％ ꎬ 其他大型中等
收入国家为 ４２％ ꎮ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注释: 本图包括表 ３ １ 定义的所有对照组中的国家ꎮ

图 ３ ４



部分国家储值交易账户拥有率

从供给端看ꎬ 中国人民银行报道中国有超过 ６５ 亿个人账户ꎬ 这意味着与总人口数相比ꎬ 人均超过一个账

户ꎮ 然而ꎬ 本章的分析使用了诸如世界银行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等需求端的数据ꎬ 因为需求端的数据能更为准确地说明
睡眠账户的比例ꎬ 也能说明有许多人拥有多个账户这一事实ꎮ 对于评价个人层面的普惠金融状况而言ꎬ 需求端数
据更有价值ꎮ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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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 － 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ꎻ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ꎮ

图 ３ ５

储值交易账户拥有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对比

尽管近些年取得了巨大成就ꎬ 但截至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年调查年份ꎬ 中国

仍然有一些成年人缺少能用于接收、 支付和储值的基础性金融工具ꎮ 这些没
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大多是贫困人群和农村地区居民 ( 图 ３ ６) ꎮ 中国农村居民
账户拥有率低于城镇居民ꎮ 考虑到总体上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比二十国集团国
家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ꎬ 因此ꎬ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ꎬ 中国实现城乡之间普
惠金融的平衡发展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ꎮ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图 ３ ６



中国的储值交易账户 ( 按个人特征)

根据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年数据ꎬ 中国有 ２１％ 的成年人没有储值交易账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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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当然不等于使用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表明ꎬ 中国有 １１％ 的账

户持有者声称在过去一年没有通过账户存取款ꎬ 与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平均水平
相当ꎮ 中国拥有小学或以下受教育水平的账户持有者ꎬ 以及收入最低的 ２０％ 人
群ꎬ 持有不活跃账户的可能性显然更高ꎮ

除了拥有和使用储值交易账户ꎬ 使用数字工具进行交易也是数字普惠金融
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表明ꎬ 总体来说ꎬ 中国有 ３１％ 的
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里使用借记卡、 互联网平台或移动平台进行了收付款
(图 ３ ７) ꎮ 尽管中国数字支付的普及程度与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大致相当ꎬ
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和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ꎬ 但仍然低于二
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的水平ꎮ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图 ３ ７

数字支付

而随着电子商务和基于社交网络的非银行支付平台的普及ꎬ 使用互联网和
手机进行支付 ( 两者互不排斥) 在中国越来越流行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年的数
据表明ꎬ 中国有 １９％ 的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里使用过互联网进行支付ꎬ 有

１４％ 的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里使用过手机通过自己的账户进行支付ꎮ 尽管中
国在互联网支付方面仍然落后于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ꎬ 但远远超过了二十国
集团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ꎬ 以及其他大型中等收入
国家ꎮ 在手机支付方面ꎬ 中国和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的成年人区别不大 ( 使
用手机进行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１４％ 、 １８％ ) ꎬ 由于受到肯尼亚和其他国家无网
点银行等成功作法的影响ꎬ 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年人使用手机进行交易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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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也达到了相近的水平ꎮ 与其他二十国集团国家相比ꎬ 中国个人更有可能
持有借记卡ꎬ 但却较少使用借记卡进行支付ꎬ 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及移动支付
的日益流行 ( 以及人们对这两种支付方式的偏好) ꎮ 自 ２０１４ 年调查之后ꎬ 中国
数字金融工具的获得和使用很可能又有了显著增长ꎮ

来自特定支付使用情形的相关数据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数字支付和中国成年
人金融活动的融合情况ꎮ 例如ꎬ 绝大多数社会转移支付的接收者表示直接从账
户收到了支付 ( 图 ３ ８) 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表明ꎬ 在 ４ 个对照组中ꎬ
大概有 １２％ 至 ２０％ 的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中收到了来自政府的社会转移支
付ꎮ 在中国ꎬ 受调查者中有 ６６％ 的成年人通过账户收到了社会转移支付ꎬ 这一
比例低于二十国集团 ７７％ 的平均水平ꎬ 但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和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 分别为 ４１％ 和 ６４％ ) ꎮ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图 ３ ８

数字支付使用情形

中国实现普惠金融全面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影响账户获取的有关
数据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ꎮ 如前所述ꎬ 中国有部分成年人还没有储值交易账
户ꎬ 储值交易账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金融工具ꎬ 不仅可以满足日常支付
及储值需求ꎬ 而且还是使用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ꎮ 一个成年人不能或不
愿拥有账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 本文的分析将主要放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通过努
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上ꎬ 即距离、 成本和证明文件ꎮ 没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中ꎬ
１９％ 的人声称他们没有账户的原因是 “ 金融机构离得太远” ( 表 ３ ２) ꎮ 这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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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理机构的状况分不开ꎬ 虽然中国有较多代理机构ꎬ 为使用账户进行一些交
易 ( 如消费、 现金取款和转账) 提供了方便的渠道ꎬ 但通常不能开户、 存款ꎬ
或办理其他业务ꎮ 在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为金融所排斥的成年
人中ꎬ 由于缺少物理网点导致无法获取金融服务的比例也大致在这个水平ꎮ 无
论是与距离远近相比ꎬ 还是与其他国家成本和证明文件的影响程度相比ꎬ 在中
国ꎬ 成本和证明文件较少被认为是拥有账户的主要障碍ꎮ
表 ３ ２

拥有账户面临的障碍

没有账户的成年人 (１５ 岁以上) 声称拥有账户面临的各种障碍占比 ( ％ )
组别
中国
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
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声称的障碍 ( 占没有银行账户成年人的百分比)
距离

成本

证明文件

１９

１０

１０

２８

３３

２８

４

２９
１９

１３
３１
２８

１３
２４
１７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３ ３

个人存款和借款

中国成年人的储蓄行为较为普遍ꎮ 受访的中国成年人中ꎬ 大约有 ７２％ 的人

在过去一年中有储蓄或存钱行为ꎬ 明显高于二十国集团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
国家ꎬ 与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大致相当 ( 图 ３ ９) ꎮ 中国大部分储蓄
者都在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储蓄ꎬ 这与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储蓄行
为明显不同ꎬ 这可能与中国较高的账户拥有率有关ꎮ 现有数据还无法显示这些储
蓄账户是否与便利存取款的数字平台 (如移动 ＡＰＰ、 非银行支付平台) 相关联ꎮ

但是ꎬ 在中国有 ３１％ 的成年人声称有储蓄、 但没有在正规金融机构存款ꎮ

将这 ３ ５ 亿非正规储蓄者的 “ 隐性” 储蓄正规化ꎬ 对金融机构来说是个巨大的
机会ꎬ 同时也表明需要开发简单、 便捷和低成本的储蓄产品ꎬ 特别是开发那些
针对低收入和没有固定收入群体的储蓄产品ꎮ
在调查中ꎬ 储蓄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养老ꎬ 有 ３９％ 的中国成年人出于这个

目的储蓄ꎬ 紧跟其后的是教育支出或学费 (３０％ ) ꎬ 再次是为了开立、 运营或
扩大企业 (２２％ ) ꎮ

２５

２６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图 ３ ９

储蓄

受访的中国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里有过借款的比例和二十国集团高收入
国家相近ꎬ 但声称从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要低得多ꎮ 总体而言ꎬ 中
国有 ３６％ 的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中借过款ꎬ 但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 即 １０％ 的成年人) 声称从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借过款 ( 图 ３ １０ ) ꎮ 在中国ꎬ
农村居民和收入最低的 ４０％ 的成年人ꎬ 从正规渠道借款更不普遍ꎬ 这些人中只
有 ６￣７％ 声称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ꎮ 但总体上看 ( 即包括正规和 非 正 规 途
径) ꎬ 这两类群体的借款比例与全部人口的借款比例差别不大ꎮ

在中国ꎬ 信用卡是成年人进行短期借款的一个重要渠道ꎮ 在受调查者中ꎬ

１６％ 的中国成年人声称拥有信用卡ꎬ １４％ 的成年人声称在过去一年中使用了信
用卡ꎮ 二十国集团成年人信用卡的拥有率和使用率要高得多 ( 分别为 ３７％ 和

３２％ ) ꎮ 然而ꎬ 农 村 居 民 和 贫 困 人 口 中 信 用 卡 使 用 并 不 普 遍ꎮ 在 收 入 最 低 的
４０％ 成年人中ꎬ 只有 ４％ 的人声称在过去一年中使用了信用卡ꎬ 而农村居民只
有 ６％ 的人声称在过去一年中使用了信用卡ꎮ

通过 Ｐ２Ｐ 网贷平台的借款或从亲朋好友处的借款ꎬ 可能未包含在现有需求

端数据中ꎬ 因为受访者有可能认为这类借款并非来自受到监管的金融服务提供
者ꎮ 某些类型的短期数字化借贷可能也未包含在内ꎮ 这些空白表明ꎬ 应该持续
改进普惠金融的测度方法ꎬ 将新兴模式纳入其中并确保得到更全面的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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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ꎮ

图 ３ １０

３ ４

借款

个人保险

全球有关个人和家庭使用保险产品的数据是有限的ꎬ 因此无法对中国保险
市场的 普 惠 水 平 进 行 综 合 基 准 比 较 分 析ꎮ 然 而ꎬ ２０１５ 年 中 国 家 庭 金 融 调 查
( ＣＨＦＳ) 有关中国保险的数据ꎬ 为第四章进行保险方面的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
背景ꎮ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表明ꎬ 中国约有 ８７％ 的工作年龄人口 (２１ 岁及以
上) 及退休人员已被社会医疗保险覆盖ꎬ 其中包括一系列保险项目: 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学生健康保险等ꎬ 商业医疗保险除外ꎮ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成年人中ꎬ 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 ９１％ 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大约 ７％ 的中国人 ( 所有年龄层) 购买了非机动车商业保

险ꎬ 其中包括商业人寿保险 ( 覆盖率为 ４％ ) 、 商业健康保险 ( 覆盖率为 ２％ )
和其他商业保险 ( 覆盖率为 １％ ) ꎮ

在拥有汽车 ( 包括汽车、 卡车、 摩托车等) 的家庭中ꎬ 有 ９５％ 的人声称有

汽车保险ꎬ 在农村家庭和非农村家庭中ꎬ 这一比例分别为 ９１％ 和 ９７％ ꎮ 最常见
的车辆保险形式 是 交 强 险 ( ７２％ 的 车 辆 拥 有 家 庭 声 称 有) 、 第 三 者 责 任 保 险
(４７％ ) 和车辆损失保险 (３３％ ) ꎮ

２７

２８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３ ５

企业融资

在中国ꎬ 企业融资为政策所关注ꎮ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ａ)

中新近采集的数据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基础ꎮ 企业调查是一个企业层面的跨国
数据库ꎬ 收集 ５ 个及以上雇员企业的数据ꎮ 按规模ꎬ 所有企业被分为三类:
(１) 小型企业ꎬ ５￣１９ 个雇员ꎻ

(２) 中型企业ꎬ ２０￣９９ 个雇员ꎻ

(３) 大型企业ꎬ １００ 个及以上雇员ꎮ

这项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间采集ꎬ 涵盖多个国家ꎮ 需要说明

的是ꎬ 中国企业的数据采集于 ２０１２ 年ꎮ 由于数据的有限性ꎬ 这里未对二十国集
团高收入国家进行分析ꎬ 每一幅图下的注释定义了其余几类国家组的样本情况ꎮ

就获得支付和存款服务的基本情况而言ꎬ 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拥有账户ꎬ
超过 ９６％ 的中国企业声称拥有支票或储蓄账户 ( 图 ３ １１) ꎮ 即使在中国小企业
这一子样本中ꎬ 也有超过 ９５％ 的小企业声称拥有账户ꎮ 与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
国家相比ꎬ 中国企业在账户拥有率上居于领先地位ꎬ 前者的企业账户拥有率平
均而言要低得多ꎮ

资料来源: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ꎮ

注释: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 企 业 调 查” 数 据 可 得 国 家 均 被 包 括 在 内: 孟 加 拉 国 ( ２０１３ ) 、 中 国 ( ２０１２ ) 、 埃 及

(２０１３) 、 印度 (２０１４) 、 肯 尼 亚 ( ２０１３ ) 、 马 来 西 亚 ( ２０１５ ) 、 尼 日 利 亚 ( ２０１４ ) 、 巴 基 斯 坦 ( ２０１３ ) 、 菲 律 宾
(２０１５) 、 苏丹 (２０１４) 、 泰国 (２０１６) 、 土耳其 (２０１３) ꎮ

图 ３ １１

企业账户拥有率

但大约 ２５％ 的中国企业获得了贷款或信用额度ꎬ 尽管不同企业之间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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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差别ꎬ 其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或信用额度的占比为 １４％ ꎬ 中型企业的占比为

３５％ ꎬ 大型企业的占比达 ５１％ ( 图 ３ １２) ꎮ 实际上ꎬ 尽管中国企业获得贷款的
平均水平与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大致相当ꎬ 且高于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
的水平ꎬ 但是ꎬ 中国不同规模企业获得融资的情况差异更为悬殊ꎮ 结果是ꎬ 中
国大中型企业比其他对照组中的大中型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或者信用额度ꎬ 但
中国的小企业很难像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和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
家的小企业那样获得贷款或信用额度ꎮ

资料来源: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ꎮ

注释: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 企 业 调 查” 数 据 可 得 国 家 均 被 包 括 在 内: 孟 加 拉 国 ( ２０１３ ) 、 中 国 ( ２０１２ ) 、 埃 及

(２０１３) 、 印度 (２０１４) 、 肯 尼 亚 ( ２０１３ ) 、 马 来 西 亚 ( ２０１５ ) 、 尼 日 利 亚 ( ２０１４ ) 、 巴 基 斯 坦 ( ２０１３ ) 、 菲 律 宾
(２０１５) 、 苏丹 (２０１４) 、 泰国 (２０１６) 、 土耳其 (２０１３) ꎮ

图 ３ １２

企业融资情况

声称在过去一年里没有申请贷款或者信用额度的企业中ꎬ 最普遍的原因是
“ 企业资本充足ꎬ 没有贷款需求” ( 有 ５７％ 的企业没有申请过贷款) ꎬ 接下来是
“ 对抵押品要求太高” (１０％ ) ꎬ 以及 “ 申请程序复杂” (１０％ ) ( 图 ３ １３) ꎮ 声
称在过去一年里没有申请贷款或者信用额度的企业中ꎬ 有 ５￣１０％ 的企业认为原
因在于 “ 利率没有吸引力” 、 “ 不指望会被批准” ꎬ 以及 “ 贷款额和期限不能满
足需要” ꎮ 从对问题的反馈来看ꎬ 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差异较小ꎬ 尽管中小型企业
回答 “ 没有贷款需求” 的情形较少ꎮ 与其他国家组相比ꎬ 中国的中小企业因为
利率问题而不申请贷款的情形较少ꎬ 而将抵押品要求援引为信贷障碍的情形
较多ꎮ

２９

３０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资料来源: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ꎮ

注释: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 企 业 调 查” 数 据 可 得 国 家 均 被 包 括 在 内: 孟 加 拉 国 ( ２０１３ ) 、 中 国 ( ２０１２ ) 、 埃 及

(２０１３) 、 印度 (２０１４) 、 肯 尼 亚 ( ２０１３ ) 、 马 来 西 亚 ( ２０１５ ) 、 尼 日 利 亚 ( ２０１４ ) 、 巴 基 斯 坦 ( ２０１３ ) 、 菲 律 宾
(２０１５) 、 苏丹 (２０１４) 、 泰国 (２０１６) 、 土耳其 (２０１３) ꎮ

图 ３ １３

企业不申请贷款或信贷额度的原因

测度或定义企业信贷约束程度可采用多种方法ꎮ 一种方法由世界银行企业
调查小组的研究人员所开发ꎬ 该方法设立了四个类别: “ 无信贷约束” “ 或有信
贷约束” “ 不完全信贷约束” 和 “ 完全信贷约束” ꎮ 根据企业对问题的回答ꎬ 将
受调查企业相应分类ꎮ 这些问题包括: 企业是否有外部融资ꎬ 企业是否申请了
贷款或信用额度ꎬ 企业是否获得融资ꎬ 企业为何不申请贷款或信用额度ꎮ 对回
答情况的分析发现ꎬ ２９％ 的中国企业为完全信贷约束ꎬ ７％ 为不完全信贷约束ꎬ

１８％ 为或有信贷约束ꎬ ４６％ 为无信贷约束 ( 图 ３ １４) ꎮ


参见: “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ｙ ＳＭＥｓ?”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ＧＩＡＷＢ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ｃｃｅｓｓ￣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Ｍ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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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Ｋｕｎｔｃｈｅｖ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４ꎮ

图 ３ １４

中国企业信贷约束状况

另一种评估企业信贷约束程度的方法是ꎬ 直接询问企业获取融资是否是其
运行和发展的障碍ꎮ 事实上ꎬ 中国企业在回答问卷时ꎬ 将融资列为其最大的营
商环境障碍ꎮ 世界银行集团企业调查要求受访企业从问卷所列选项中找出其最
大的营商环境障碍ꎮ 约 ２２％ 中国企业称融资是企业最大的障碍ꎬ 超过非正规部
门 (２０％ ) ꎬ 税率 (１５％ ) 和工人受教育程度低 (１３％ ) 等 ( 图 ３ １５) ꎮ 在反

映融资是企业最大障碍时ꎬ 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差异较小ꎮ 与其他国家组相比ꎬ
将融资归结为最大障碍的中国企业比例要高得多ꎻ 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ꎬ 以及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将融资归
结为其最大障碍的比例在 ９￣１２％ 之间ꎮ

大约 ７８％ 的中国企业称它们最近一笔贷款或信用额度需要抵押品ꎮ 这与其

他国家组所观察到的情况大致相同ꎮ

调查数据显示ꎬ 中国企业主要通过内源性融资为机器、 车辆、 土地、 建筑
物等资产的投资筹集资金 ( 图 ３ １６) ꎮ 平均而言ꎬ 中国企业 ９０％ 的投资资金来

源于企业内部资金 ( 如留存收益) ꎬ 不同规模企业间这个指标的情况变化不大ꎮ
有 １５％ 的中国企业称使用了银行贷款进行投资ꎬ 而银行资金约占融资总额的

５％ ꎮ 只有 ４％ 的小企业称借取银行贷款用于投资ꎬ 而银行融资约占投资融资总
额的不到 １％ ꎮ 纵观所有规模企业ꎬ 中国企业比二十国集团中等收入国家和东
亚及太平洋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借用银行资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更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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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ꎮ

注释: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 企 业 调 查” 数 据 可 得 国 家 均 被 包 括 在 内: 孟 加 拉 国 ( ２０１３ ) 、 中 国 ( ２０１２ ) 、 埃 及

(２０１３) 、 印度 (２０１４) 、 肯 尼 亚 ( ２０１３ ) 、 马 来 西 亚 ( ２０１５ ) 、 尼 日 利 亚 ( ２０１４ ) 、 巴 基 斯 坦 ( ２０１３ ) 、 菲 律 宾
(２０１５) 、 苏丹 (２０１４) 、 泰国 (２０１６) 、 土耳其 (２０１３) ꎮ

图 ３ １５

企业对融资问题的看法

资料来源: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ꎮ

注释: ２０１２ 年以 来 “ 企 业 调 查” 数 据 可 得 国 家 均 被 包 括 在 内: 孟 加 拉 国 ( ２０１３ ) 、 中 国 ( ２０１２ ) 、 埃 及

(２０１３) 、 印度 (２０１４) 、 肯 尼 亚 ( ２０１３ ) 、 马 来 西 亚 ( ２０１５ ) 、 尼 日 利 亚 ( ２０１４ ) 、 巴 基 斯 坦 ( ２０１３ ) 、 菲 律 宾
(２０１５) 、 苏丹 (２０１４) 、 泰国 (２０１６) 、 土耳其 (２０１３) ꎮ

图 ３ １６

借用银行资金为投资融资的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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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ꎬ 中国首次将扩大

金融服务覆盖面明确作为政策重点ꎬ 并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 ( 农信社) ꎮ 尽

管之后几十年金融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情况及影响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ꎬ
但是这些发展进程是了解中国 ２０００ 年以来普惠金融经验的重要背景ꎮ 到 ２１ 世
纪初ꎬ 受市场化进程和金融部门改革影响ꎬ 农村地区有成千上万家金融机构被
关闭ꎬ 农信社和邮政储蓄系统成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 平均每 ２０ 个村庄仅拥有一个县级或县级以下吸收存款的机构ꎮ, 加之农

信社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能力有限 ( 部分原因是历史上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 ꎬ
以及邮政储蓄系统所能提供的产品也很有限 ( 主要是汇款服务和储蓄账户) ꎬ
进一步降低了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ꎮ 银行业的贷款主要集中于国有企
业ꎬ 从而为金融服务不足的个人和企业留下了一个广阔的非正规信贷市场和大
片的市场空白ꎮ

２１ 世纪初ꎬ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开始注重改善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ꎬ 并引导

金融业服务于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ꎮ 为实现后一个目标ꎬ 普惠金
融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１) 普及银行业基础金融服务 ( 即银行账
户和支付服务) ꎻ (２) 向农户提供生产经营性贷款ꎻ (３) 向小微企业提供信贷
支持ꎮ 在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的近 １５ 年间ꎬ 中国的普惠金融经验与其他国家有

一些相通之处ꎬ 如设立代理机构、 建立新型机构以服务于金融服务不足群体ꎮ


包括普惠金融相关内容在内的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金融部门发展概况参见 Ｓｐａｒｒｅ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Ｄｕｆｌｏｓ (２０１２) ꎮ



中国的行政区划从大到小分别是省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和村级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中国统计年鉴» ꎬ 中国



来源: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０ꎮ

现有 ３３４ 个地市级区划ꎬ ２, ８５０ 个县级区划ꎬ ３９, ７８９ 个乡镇级区划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５ 年农村地区支付业
务发展总体情况» ꎬ 农村地区县均人口约 ４２ 万人ꎬ 乡均人口约 ２ ８７ 万人ꎬ 行政村均人口约 １, ６００ 人ꎮ



根据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６) ꎬ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间只有不到 １％ 的银行贷款投向私有企业ꎮ

金融部门由一行 ( 中国人民银行) 三会 (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负责监管ꎮ 财政部也积极制定一系

列财政政策以支持普惠金融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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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中国还有一些特有的经验ꎬ 例如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发挥了巨
大作用ꎬ 以及连接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网络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大量涌现ꎮ
本章对中国近些年的普惠金融经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总结ꎮ 这并非意味着
面面俱到ꎬ 而是更多侧重于主要发展情况ꎬ 特别是侧重于那些其他国家可能感
兴趣或相关的方面ꎮ 本章的前三小节主要按照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类别和它们各
自在普惠金融中发挥的作用进行阐述ꎮ
• ４ １ 介绍了 “ 传统” 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包括国有商业银行 ( 如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等) 、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
行、 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ꎮ

• ４ ２ 介绍 “ 新型” 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如村镇银行 ( ＶＴＢｓ) 和小额贷款公

司 ( ＭＣＣｓ) ꎮ

• ４ ３ 介绍金融科技公司ꎬ 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 Ｐ２Ｐ 网贷平台、 网络小

额贷款公司、 互联网银行、 互联网保险公司、 互联网基金平台、 互联网股权众
筹平台ꎮ
• 最后ꎬ ４ ４ 重点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的作用ꎬ 包

括财政和货币政策、 金融基础设施、 开发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及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等方面ꎮ
表 ４ １ 反映了各类金融服务提供者概况ꎮ
表 ４ １

中国部分金融服务提供者概况

金融服务提供者种类

机构数量

总资产 ( 十亿元)

营业网点总数

监管部门

国有商业银行

５

８６, ５９８

６８, ９５３

中国银监会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
保险公司
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
非银行支付机构
Ｐ２Ｐ 网贷平台

１２

１３４

１, １１４
４０

１, １２５
２０３

１, ４４３

８, ６７３
２６６

３, ７０９

４３, ４７３

２８, ２３８
２０, ２６８
４３６

７, ９５０

１５, １２０
１, ２３８
—
—
—

１５, ３６６
１６, １５６
４９, ３０７
１, ３８１

２８, ２８５
—
—
—
—
—

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
中国保监会
中国银监会
地方政府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监会

资料来源: 中国银监会、 中国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ꎬ 为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ꎮ 分支机构包括特色支行ꎬ 但不含助农
取款服务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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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

在中国ꎬ 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对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ꎮ 根
据政府的政策指引ꎬ 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拓展物理服务网络、 推动中国支付
基础设施现代化ꎬ 以及推动产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其中也包括加强
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ꎮ 结果是ꎬ 金融产品尤其是银行账户和银行卡的获取和使
用有了显著增长ꎮ

４ １ １

拓展物理服务网络ꎬ 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

如第二章所述ꎬ 可得性是普惠金融的核心要素和驱动力ꎮ 与许多国家一样ꎬ
中国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过去数量有限ꎬ 且在地理分布上不均衡ꎮ 但是近年来ꎬ
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 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不断涌现的商机均推动金融服务提
供者通过设立特色支行、 代理机构、 流动服务点和自助服务点等ꎬ 不断向偏远
地区和农村地区拓展物理服务网络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银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
« 中国银 行 业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分 布 图 集» ꎬ 强 调 拓 展 金 融 机 构 物 理 范 围 的 政 策
目标ꎮ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积极推动拓展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银监会印

发 « 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 “ 村村通” 的指导意见» ꎬ 提出力争用三至五年时
间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 “ 村村通” 的总体目标ꎮ 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积极

措施对延伸基础金融服务予以支持ꎮ 这些措施形式各异ꎬ 但大多涉及资金补贴、
税收减免、 风险补偿、 担保机制及分支网点改造ꎮ 例如ꎬ 重庆市丰都县财政部
门采取补贴方式鼓励银行在村或乡镇新设具有存取款和贷款功能的银行网点ꎬ
每设立一家网点ꎬ 给予银行 ２０, ０００ 元资金补贴ꎮ

此外ꎬ 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 物理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ꎬ 再加上城市金

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ꎬ 促使越来越多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发展
新客户群体和发掘新商机ꎮ 如表 ４ ２ 所示ꎬ ＡＴＭ 和 ＰＯＳ 机具设备近年来增长迅
速ꎬ ２０１６ 年ꎬ ＡＴＭ 机具数量达到约 ９２ ４ 万台 ( 其中 ３７％ 布放在农村) ꎬ ＰＯＳ 机
具数量约 ２, ４５３ ５ 万台 ( 其中 ２８％ 布放在农村) ꎮ 近年来ꎬ 农村地区 ＡＴＭ 和
ＰＯＳ 机具的绝对数量有所增长 ( 尽管由于城市机具的绝对布放数量增长更快而
导致农村地区机具占比出现下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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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年份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ＡＴＭ 和 ＰＯＳ 机具布放量

ＡＴＭ ( 千台)

ＰＯＳ 机具 ( 千台)

全国

农村 ( ％)

全国

农村 ( ％)

３３４

４１

４, ８２７

６０

５２０

３９

１０, ６３２

４２

３６

２２, ８２１

４１６
６１５
８６７
９２４

４３
４１
３７

７, １１８

１５, ９３５
２４, ５３５

５６
３３
２８
２８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ꎬ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ꎮ

商业银行特色支行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中国银监会积极鼓励中小型商业银行设立简易型支行或特

色支行ꎮ 该类型支行开业许可要求更低ꎬ 审批流程更快ꎮ 设立特色支行ꎬ 可使
商业银行的经营在地理上更为分散ꎬ 并向金融服务不足的社区和小微企业提供
专业、 便捷的金融服务ꎮ
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是特色支行的两种类型ꎮ 社区支行以 “ 自助 ＋ 咨询”

模式为客户提供服务ꎬ 主要业务为吸收存款和销售金融产品ꎬ 部分社区支行也
提供小额贷款业务ꎮ 社区支行通常配有 ＡＴＭ 或 ＣＲＳ ( 自动循环存取款机ꎬ 与

ＡＴＭ 类似ꎬ 但还支持现金存款及其他交易) 机具ꎮ 每个支行一般有 ２￣３ 名员工ꎬ
具体负责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和产品营销等服务ꎮ

小微支行与社区支行类似ꎬ 但主要为小微企业提供基础金融服务ꎮ 这些支
行通常设立在工业园区ꎬ 特色支行可结合其服务的产业聚集区内工人的上班及
换班时间灵活安排自身工作时间ꎮ
近几年ꎬ 商业银行踊跃设立了许多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ꎮ 中国民生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交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均获准设立特色支行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监管部门正式下发了第一批社区支行牌照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ꎬ 全国商业银行社区
支行、 小微支行已超过 ５, ０００ 家ꎮ 特色支行在选址上一般避开城市中心等金融
服务高度集中的区域ꎬ 积极向县域、 城镇和乡村延伸ꎮ 以浙江为例ꎬ 在已设立
的社区支行中ꎬ 约 ４８％ 设在乡镇ꎬ 约 ２２％ 设在乡村ꎮ 中小型商业银行特别是城
市商业银行 ( 城商行) 通过设立特色支行有效缩短了与客户的距离ꎬ 部分城商
行通过到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等地区开设网点ꎬ 进一步拓展了基层市场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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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对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作了简要概括ꎮ
表 ４ ３

商业银行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

社区支行

小微支行

选址考虑

县域、 城镇、 乡村的居民区

小微企业聚集区

业务定位

为社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

为小微企业提供基础金融服务

办理储蓄、 支 付、 理 财、 购 买 国 债 等

办理储蓄、 支付、 理财、 购买国债等基础金融服务ꎻ 在

基础金融服务

规定上限范围内办理对公业务 ( 见下文)

不办理人工现金业务

不办理人工现金业务ꎻ 单户授信余额不得超 ５００ 万元

业务范围
受限业务

资料来源: 中国银监会ꎮ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ꎬ 通过特色支行拓展金融服务网络有诸多优势ꎮ 特色支
行能够吸引金融服务不足地区的新客户群体ꎬ 且偏远地区租金和运营成本相对
较低ꎮ 从监管机构角度看ꎬ 设立特色支行有助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ꎬ 改善弱势
群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ꎮ
特色支行有助于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ꎮ 社区支行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满足中
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ꎮ 一般而言ꎬ 中老年客户金融能力较差ꎬ 对数字金融的熟
悉度偏低ꎬ 他们偏好在社区网点面对面办理金融业务ꎮ 特色支行灵活的营业时
间为客户提供了更多便利ꎮ 小微支行可利用其所掌握的特定行业相关知识为小
微企业提供更具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包括供应链融资创新等ꎬ 以满足小
微企业客户的需求ꎮ
但在当前ꎬ 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挑战ꎬ 包括独立性有
限、 产品和服务范围较窄ꎬ 以及盈利困难等问题ꎮ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这两类
特色支行必须明确和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市场定位ꎬ 改善运营模式ꎬ 提升管理
水平ꎬ 并提供更为个性化的产品以满足小微企业和城乡社区居民的金融需求ꎮ
农村地区助农取款服务代理模式
近年来ꎬ 中国陆续出台了各类支农补贴、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 新农

保” )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 新农合” ) 等惠农政策ꎮ 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ꎬ 约 ４０％ 的家庭和 ６８％ 的农村家庭称ꎬ 在过去一年中获得过政府发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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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补贴或补助金ꎮ 然而ꎬ 很多补贴受益人一直居住在偏远地区ꎬ 难以获取
基础金融服务ꎬ 以现金形式发放补贴效率很低且成本极高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
也为了实现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这一更宏大的目标ꎬ 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启
动试点项目ꎬ 试点开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ꎬ 即依托代理服务点ꎬ 通过绑定银
行账户的借记卡向农民提供取现服务ꎮ 该项目最初与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及其
他金 融 服 务 提 供 商 合 作 开 展ꎬ 选 取 了 重 庆、 山 东、 浙 江、 湖 南、 陕 西 等 省
( 市) 的若干乡镇开展试点 ( 详见专栏 ４ １) 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 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 ꎬ 要

求推广试点ꎬ 明确提出到 ２０１３ 年底实现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农村
乡镇基本覆盖的政策目标ꎬ 并着重强调助农取款服务点严禁吸收存款ꎬ 且每卡
每日累计最高取款金额不超过 １, 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 关于全
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 ꎬ 取消对助农取款服务点办理汇
款和缴费业务的限制ꎬ 收单机构可通过申请增设这两项业务ꎮ 取款限额也提高
至 ２, ０００ 元ꎬ 中国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可对限额进行调
整ꎮ 目前ꎬ 助农取款点还可提供个人间转账业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全国范围内共有助农取款服务点 ９８ ３４ 万个ꎬ 村级行政区

覆盖率达 ９０％ 以上ꎬ 村均拥有量为 １ ８ 个ꎮ 助农取款服务点由金融服务提供者
(后由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扩展到地方性银行、 农信社以及取得银
行卡收单机构牌照的非银行支付机构) 在村镇建立并配备 ＰＯＳ 终端及其他机
具ꎮ 其中大约 ２％ 的助农取款服务点由非银行支付机构 ( 如支付宝和财付通)
设立ꎮ

助农取款服务点在不同省份之间或同一省份之内分布各异ꎬ 但大多数设立
在本地零售店及村委会办公室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ꎬ 在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地

区逾 ２, ８００ 个助农取款服务点中ꎬ 约 ４１％ 设立在零售店ꎬ ２７％ 设立在村邮政所ꎬ

２０％ 设在村委会办公室 ( 见图 ４ １) 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ꎬ 青海省内助农取款服务点
有近 ５, ０００ 个ꎬ 其中约 ８２％ 设立在零售店ꎬ １１％ 设在村卫生室ꎬ ４％ 设在村委会
办公室ꎮ



对应的调查问题为 “ 农业生产现金补贴” ( 占全部家庭的 ２８％ ꎬ 农村家庭的 ５６％ ) ꎬ “ 福利补贴” (４％ 和

６％ ) ꎬ “ 独生子女补贴” (３％ 和 ２％ ) ꎬ “ 五保户补贴” (１％ 和 ２％ ) ꎬ “ 养老金” (１％ 和 １％ ) ꎬ “ 救济金” (１％ 和
１％ ) ꎬ “ 食品补贴” (２％ 和 ４％ ) ꎬ “ 植树造林补贴” (３％ 和 ５％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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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图 ４ １

助农取款服务点分布

为推广农村地区电子支付和电子商务发展ꎬ 部分省份还采取措施鼓励农村
地区助农取款服务点和电子商务网点之间实现资源共享ꎮ 例如ꎬ 对一些助农取
款服务点和电子商务网点 ( 如为村民在淘宝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货物提供服务
的零售店或农户) 进行了整合ꎬ 或推动二者共享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助农取款服务点支付笔数共计 ４ ９５ 亿笔ꎬ 总交易额为 ４, ２４７ ８ 亿

元ꎬ 同比分别增长 １４％ 和 ６％ ꎮ 其中ꎬ 取款占交易总笔数的 ５２％ ꎬ 但仅占交易
总额的 ３０％ ꎬ 平均取款金额为 ４９３ 元 ( 图 ４ ２) ꎻ 转账及汇款占交易总笔数的

２７％ ꎬ 占交易总额的 ６８％ ꎬ 平均交易额为 ２, １３１ 元ꎻ 代理缴费占交易总笔数的
２１％ ꎬ 但仅占交易总额的 ３％ ꎬ 平均每单缴费金额为 １０５ 元ꎮ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图 ４ ２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６) ꎮ

助农取款服务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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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具有庞大代理服务网络的国家情况类似ꎬ 中国的助农取款服务点有
相当一部分交易并不活跃ꎮ 虽然暂无全国助农服务点业务水平的综合性数据ꎬ
但部分地区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的数据表明ꎬ 在浙江省宁波市
农村地区 ２, ８００ 多个助农取款服务点中ꎬ 月均交易笔数高于 ３０ 笔的服务点占

５７％ ꎬ 在 ３￣３０ 笔之间的占 １４％ ꎬ 低于 ３ 笔的占 ２９％ ꎮ 部分助农取款服务点交
易量低的原因可能是消费者趋于使用在线渠道进行支付以及农村地区人口数量
下降ꎮ
农村助农取款服务点模式旨在打造一个参与主体与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局面ꎬ
即消费者、 金融服务提供者、 商户和政府等多方共赢ꎮ 首先ꎬ 这种模式为消费
者提供了足不出村即可取款、 转账和缴费的便利ꎬ 消除了前往银行营业网点的
直接和间接成本ꎮ 第二ꎬ 这种模式完善了服务点商户的现有零售商业模式ꎬ 通
过运营服务点及交叉销售ꎬ 商户能够获得额外收入来源和客源ꎮ 第三ꎬ 金融服
务提供者 ( 大部分是当地中小型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得以借助助农取款服务实
现在农村地区的市场拓展ꎬ 也能增强农村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认知和忠诚度ꎬ 而
且还能更准确掌握农村消费者的交易行为等信息ꎬ 为未来业务发展提供支撑ꎮ
第四ꎬ 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得以更有效、 更经济地发放国家支农补贴、 农
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补贴ꎮ 这些补贴资金通常额度小、 发放次数多ꎬ
若通过现金发放ꎬ 环节多ꎬ 发放成本较高ꎮ 为简化交易及降低各参与方的长期
成本ꎬ 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部门鼓励地方政府向布放了 ＰＯＳ 机具的金融服
务提供者给予补贴ꎮ 第五ꎬ 可以利用助农取款服务点向农村消费者宣传金融知
识ꎬ 进行金融教育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中国从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的成就和遇到的挑战中积累了

丰富经验ꎮ 其中ꎬ 确保助农取款服务模式的可持续性是一项重要经验ꎬ 也是仍
然存在的挑战ꎮ 目前ꎬ 监管上对助农取款服务点收取服务费的上限有明确要求ꎬ
如果仅办理取款业务ꎬ 服务点实际上往往难以弥补其运营成本ꎮ 虽然允许增设
转账及汇款、 代理缴费等业务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ꎬ 但仍需采取战略
性措施来进一步摊薄运营成本和提高效率ꎬ 从而推动助农取款服务点可持续发
展ꎮ 金融管理部门需要考虑ꎬ 进一步拓展助农取款服务点功能 ( 如可办理赎回
业务) 是否能够成为增强该模式商业活力的有效途径ꎮ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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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好互联互通与投资激励也是金融管理部门面临的一项挑战ꎮ 出于
便利农村居民的考虑ꎬ 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农村地区开展跨行清算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以降低跨行清算成本ꎬ 并鼓励收单机构接受他行发行的借记卡ꎮ 然而ꎬ 收
单机构对此可能存在一定的抵触ꎬ 因为它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助农取款服务点
扩大自身在农村的市场份额ꎮ 如果金融管理部门要求收单机构提供跨行服务ꎬ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布放设备、 扩大代理网络的积极性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助农取款服务网络拓展初期可能会设定一个临时期限ꎬ 在
这个期限内ꎬ ＰＯＳ 终端仅对所属收单机构开放ꎮ 近期ꎬ 更典型的作法是允许收
单机构对于使用他行借记卡的客户收取小额跨行交易费ꎮ

强化监管和防控风险是另一项重要经验ꎮ 助农取款服务模式下ꎬ 将传统银
行网点的部分现金业务外包给助农取款服务点ꎬ 代表着交付渠道和商业模式的
创新ꎬ 而新业务和新模式往往会产生新风险ꎮ 为了有效防控伴生风险ꎬ 中国人
民银行对管理要求、 交易限额、 助农取款服务点资质、 布设地点要求和运营管
理等予以明确ꎬ 确保助农取款服务点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健康发展ꎮ
由于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在助农取款服务网络的试点和拓展初期予以大力
推动与指导ꎬ 随着助农取款服务网络的全面铺开ꎬ 未来有必要重新考虑政府在
该模式中的适当作用ꎮ 事实上ꎬ 由于业务量少ꎬ 业务范围有限ꎬ 交易金额小ꎬ
目前很多助农取款服务点无法盈利ꎬ 但银行出于社会责任考虑仍然维持其经营ꎮ
据说ꎬ 有一些助农取款服务点几天才发生一笔交易ꎬ 甚至业务更少 ( 尽管仍缺
少关于交易量的可信数据) ꎮ 从通常意义上看ꎬ 金融管理部门 ( 当然还有金融

服务提供者) 往往将推动助农取款服务网络覆盖所有乡村视为一种社会责任ꎬ
而不是基于市场的战略决策ꎮ
服务点的名称表明 ( 在中国通常叫做 “ 助农取款服务点” ) ꎬ 作为金融服务

提供者设立的主动作为的代理机构ꎬ 尽管助农取款服务点具备提供一系列广泛
金融服务的能力ꎬ 但主要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ꎬ 其潜力却未被充分利用ꎮ 因此ꎬ
需要采取基于市场的、 更为灵活的政策措施ꎬ 允许金融服务提供商通过创新提
高商业可持续性ꎬ 包括考虑到周边店铺的收入ꎬ 也包括采取措施增加客流和交
易量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助农取款服务点作为全功能代理机构的潜能ꎮ 由于不同



指获得收单业务许可ꎬ 为实体和网络特约商户提供银行卡受理并完成资金结算服务的支付机构ꎮ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１) ꎻ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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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助农取款服务点的最佳发展策略不尽相同ꎬ 进一步加强助农取款服务点的
特点分析ꎬ 以及开展根据助农取款服务点潜能对其分类施策的研究ꎬ 均有积极
意义ꎮ



专栏 ４ 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助农取款服务点助力打通金融服务 “ 最后一公里”
邮储银行自 ２００７ 年成立以来ꎬ 始终坚持服务 “ 三农” ( 农业、 农民和

农村) 、 小微企业和小型社区的市场定位ꎮ 得益于其庞大的物理网络ꎬ 邮储
银行目前在全国拥有 ４ 万多个网点ꎬ 覆盖了全国 ９８％ 的县域ꎬ 其中 ７１％ 的
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地区ꎬ 这使得邮储银行成为中国农村最具广泛代表
性的金融服务提供者ꎮ
提高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一直是邮储银行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ꎮ 为
了响应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方针ꎬ 邮储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布设助农取款服
务点ꎬ 这也成为其打造 “ 村级服务点—乡镇网点—县域支行” 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战略的组成部分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底ꎬ 邮储银行中西部地区网点数
量为 ２１, ８８８ 个ꎬ 占全部网点数的 ５４ ６％ ꎬ 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近 １５ ２ 万
个ꎮ 邮储银行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均居全国前列ꎮ

除了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外ꎬ 邮储银行还努力提升服务点的安全性、
可靠性和效率ꎬ 并使其更契合农村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ꎮ 例如ꎬ 邮储银行
开发了 “ 商易通” 机具 ( 类似于 ＰＯＳ 机) ꎬ 为农村服务点交易提供了便利ꎬ
同时也提高了支付结算效率 ꎮ 除了提供取现、 银行账户余额查询服务外ꎬ
邮储银行还努力在服务点开展多样化业务ꎮ 在试点地区ꎬ 邮储银行提供了
代发最低生活保障金、 粮食直补款、 农村医疗保险补贴ꎬ 代理生活缴费、
汇款、 电子商务服务、 贷款申请ꎬ 以及提供投资咨询等多元化服务ꎮ 为确
保运营和交易安全ꎬ 邮储银行对服务点资质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甄别ꎬ 重
点选择声誉良好且具有公信力的商户或店铺设立服务点ꎮ 同时ꎬ 邮储银行



“ 商易通” 是指以固定电话设备为载体ꎬ 经过升级、 改造ꎬ 并整合了刷卡器和相关设备ꎬ 和邮储银行用户

的借记卡相关联ꎮ 通过 “ 商易通” ꎬ 用户可方便高效地办理银行业务ꎬ 包括余额查询、 实时转账、 缴费等支付结算
业务ꎮ “ 商易通” 广泛应用于邮储银行助农取款服务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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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求切实开展商户业务流程和风险防范培训ꎬ 并对服务点进行现场和非
现场检查及监控ꎬ 如发现异常情况ꎬ 将立即通知客户服务经理进一步开展
调查ꎮ
资料来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ꎮ

流动服务点
在金融服务匮乏却又不具备设立全功能服务网点条件的地区ꎬ 金融服务提
供者通常会采取创新性方法通过降低运营成本ꎬ 为当地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ꎮ
流动服务点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创新性方法ꎮ 一些金融机构依托现有城镇网点
在周边村庄提供流动服务ꎬ 向附近村庄拓展服务半径ꎬ 提升了附近村民的金融
服务可得性ꎮ 例如ꎬ 为解决 “ 最后一公里” 挑战ꎬ 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开通了 “ 车轮上的银行” ꎬ 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ꎮ 流动服务车
配有服务柜台和 ＡＴＭ 机ꎬ 通过 ３Ｇ 无线网络与银行主机联通ꎬ 并由安全 ( 防
弹) 材料制成用以防盗ꎮ 消费者能够通过 “ 车轮上的银行” 办理个人结算账户
开销户、 存取款、 转账汇款ꎬ 以及缴费等业务ꎮ 在福建省霞浦县ꎬ 移动银行客
户数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８ ９５ 万人快速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３ ９３ 万人ꎮ

另一个例子是位于福建省山区的寿宁县农村信用社发起的 “ 背包银行” 项

目ꎮ “ 背包银行” 小组成员前往边远山村并在村民家中为其提供金融服务ꎮ 村
民可向项目小组提交贷款申请ꎬ 小组将对申请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ꎮ 如贷款申
请通过ꎬ 贷款资金可在 ２０ 分钟内到账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末ꎬ “ 背包银行” 金融服务
项目已覆盖寿宁县逾 ４０ 个村ꎮ

４ １ ２

提高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和效率

长期以来ꎬ 农村和偏远地区的银行机构物理网点分布有限ꎬ 阻碍了当地金
融支付结算服务的发展ꎮ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ꎬ 中国人民银行优先构建了符合农
村地区支付结算服务需求且有助于 “ 三农” 发展的支付服务体系ꎮ ２００４ 年以
来ꎬ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和指导偏远及农村地区支付服务体系推广
和完善的指导意见ꎬ 包括:
•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接入支付系统的指导意见» ( 发布于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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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 ꎬ 旨在利用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推广时机ꎬ 支持和引导农村信用合
作社接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ꎮ

•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工作的指导意见» ( 发布于

２００６ 年) ꎬ 旨在加快农村支付服务体系发展ꎬ 扩展和延伸清算系统在农村地区
的辐射范围ꎬ 并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ꎮ

•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指导意见» ( 发布于

２００９ 年) ꎬ 强调创造条件ꎬ 推动惠农补贴资金通过银行账户 ( 或银行卡) 发放ꎬ
并进一步鼓励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接入支付清算系统ꎮ

•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布于 ２０１４ 年) ꎬ 提出了促进农村支付服务体系发展的基本原则ꎬ 对助农取款
服务点模式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指引ꎬ 同时还概述了助推支付服务体系发展的
政策扶持手段 ( 如税收减免) ꎬ 并强调了农村支付服务体系的风险管理要求ꎮ

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十五年内还推动建立起新型支付清算系统以满足中小

型银行和农村地区支付清算服务需求ꎮ 中国城乡一体化支付服务体系的发展也
有效缩减了城乡支付环境的差距ꎮ 例如ꎬ 为了推进银行卡的跨行、 跨地区和跨
境使用ꎬ 中国银联 ( ＣＵＰ) 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正式成立ꎬ 各银行可通过其跨行交易
清算系统实现互联互通ꎮ 中国银联的股东主要是一百多家商业银行ꎬ 目前是中
国国内唯一的银行卡联合组织ꎬ 其在境内外拥有 ４００ 多名成员ꎬ 网络已遍布中
国城乡ꎮ 持卡人不仅可以通过 ＡＴＭ 机、 ＰＯＳ 机和其他设备使用银行卡ꎬ 还可以
通过互联网、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自助终端、 智能电视终端等新兴渠道服务
于各类需求ꎬ 如缴纳公用事业费、 预定机票和酒店、 信用卡分期还款和自助转
账等ꎮ
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发了多个银行间清算系统用以支持流通票据、 银行卡和
其他支付工具的运用ꎬ 包括大额实时支付系统 ( ＨＶＰＳ) 、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 ＢＥＰＳ) 和境内外币支付系统ꎮ 此外ꎬ 中国人民银行还建设运行了网上支付跨
行清算系统 ( ＩＢＰＳ) ꎬ 为通过网上银行发起的交易提供近乎实时的、 跨行直接
贷记和借记服务ꎮ

为了解决不同地区城市商业银行跨地区资金清算不畅的问题ꎬ 城市商业银
行资金清算中心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成立ꎮ 这是一家由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共同发起成
立的全国性支付清算服务机构ꎮ 为了更好地为全国农村地区的中小型金融机构
提供资金清算服务ꎬ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由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农村商业银行及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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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银行等共同组成的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成立ꎬ 为农村地区提供了一个全国
性的专业化支付清算服务平台ꎮ 两家清算中心的发展得到了人民银行的大力支
持ꎮ 这两个系统都与人行的支付系统相连接ꎬ 为系统中的金融机构和其他全国
性银行之间进行资金清算提供了便利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城商行支付清算系统接入成员机构 ３８２ 家ꎬ 其中 １２７ 家城

商行和股份制银行ꎬ ２４８ 家村镇银行ꎬ ７ 家其他金融机构 ( 如民营银行等) ꎻ 农

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已覆盖全国近 ８ 万家中小农村金融机构网点 ( 如农村信用社、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村镇银行等) ꎮ 因此ꎬ 有效的跨省实时支付清算

网络已经形成ꎬ 使许多农村中小型金融服务提供者能够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ꎬ
如为个人尤其是之前得不到此类服务的农村居民办理银行汇票和通存通兑等业
务ꎮ 此外ꎬ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还积极创新支付服务产品ꎬ 拓宽支付结算渠道ꎬ
大力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农村地区普及应用ꎮ 同时ꎬ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还
加强与支付宝、 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ꎬ 使广大农村地区客户得以享
受更为丰富的消费支付场景和更为便捷的消费支付体验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成立ꎬ 推动支付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协调发展ꎮ

４ １ ３

提高银行账户和银行卡的普及率和使用率

前述拓展服务网络的覆盖面和完善支付服务基础设施的努力ꎬ 有力地推动
了银行账户和银行卡的使用ꎮ 开立银行账户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提供者提供的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ꎬ 如支付、 信贷、 储蓄及保险产品和服务ꎮ
因而ꎬ 居民银行账户普及率是一项重要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ꎮ 中国金融管理部
门非常重视提高居民的账户普及率ꎬ 特别是关注银行卡发卡数量和银行账户这
两个指标ꎮ
１９８５ 年ꎬ 中国银行发行了中国第一张银行卡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国务院启动 “ 金卡

工程” ꎬ 推动以银行卡为介质的电子支付ꎮ 银行卡此后成为中国个人使用最广泛
的非现金支付工具ꎮ 近年来ꎬ 全国性支付清算系统的陆续建成ꎬ 以及商业银行
服务网络的不断拓展ꎬ 为银行账户的大批量开设和银行卡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
础ꎮ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ꎬ 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 年间ꎬ 在传统金融机构开
立的账户数量从 ２０ 亿增长到了 ８３ 亿ꎬ 同期发行的银行卡数量从 １１ 亿增长到了


本报告中提及的银行卡指借记卡和贷记卡ꎮ 本章侧重于介绍借记卡相关情况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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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亿 ( 详见表 ４ ４) ꎮ
表 ４ ４
机构类型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村镇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其他
总计

银行账户和银行卡数量 ( 按机构类别及年份)
账户 ( 百万)

银行卡 ( 百万)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６ 年

１, ６３５

５, ９３７

８１６

３, ８１７

６９

４１１

５１

３４７

１６４
—

８０４
—

１７３
—

４６２
１３

９４

８５７

２２

４４７

１４

２６２

１９

５４２

１, ９７６

８, ３０３

１, ０８１

５, ６６０

—
—

—

３２

—
—

３０
２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注: “ 国有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ꎬ “ 其他” 包括城市信用合作社、 外资银行和其他银行业金融
机构ꎮ

如第三章所述ꎬ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数据库(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ꎬ 中国成年

人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４％ 快速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９％ ꎬ 意味着拥
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总数增加了 １ ８ 亿ꎬ 以往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的账户增长尤
为突出ꎮ 来自最贫穷的 ４０％ 家庭的成年人账户普及率上升了 ２６ 个百分点 ( 而
来自最富裕的 ６０％ 家庭的成年人账户普及率仅上升了 ８ 个百分点) ꎻ 账户普及
率在农村地区的上升幅度高于城镇地区ꎻ 账户普及率在农村成年人和老年人中
也增长很快ꎮ 尽管如此ꎬ 由于银行账户及借记卡普及率的需求侧数据和供给侧
数据不尽一致ꎬ 因此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及研究ꎬ 以了解成年人持有休眠账户
( 银行卡) 和 ( 或) 多重账户 ( 银行卡) 的情况ꎮ 未经确认的证据表明ꎬ 虽然
很多成年人拥有多张银行卡ꎬ 但通常仅使用其中 １ 至 ２ 张ꎬ 其余银行卡即使使
用ꎬ 使用频率也较低ꎮ

从政策环境角度看ꎬ 政府在向居民发放补贴的同时为其免费 ( 如申请费和

年费) 开立银行账户ꎬ 并且无偿提供与账户绑定的银行卡ꎬ 使得居民有较强动
力使用其账户 ( 及银行卡) ꎮ 政府还鼓励银行借助银行卡代理政府进行各种补


如第三章所述ꎬ 对中国账户普及率有多种估算ꎮ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ꎬ ９０％ 以上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ꎮ

无论何种测算方式ꎬ 都显示中国银行账户普及率在过去几年间有了显著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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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的发放ꎬ 以提高发放效率及降低发放成本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 全
国通过银行账户、 银行卡以非现金支付方式代理发放新农保、 新农合以及财政
涉农补贴资金合计达 ９７ ７ 亿笔、 共 ３ １５ 万亿元ꎮ 得益于农村助农取款点ꎬ 农
民足不出村即可取出补贴款项ꎮ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出台了一个基于风险等级划
分的银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ꎬ 使网上银行能够提供小额交易账户 ( 在专栏 ４ ７
中进一步探讨) ꎮ

近年来ꎬ 为了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和支付水平ꎬ 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涉农金

融服务提供者积极试点创新方法ꎬ 通过发行银行卡、 推广手机转账、 推广农村
助农取款服务、 完善公共通讯等方式ꎬ 提高农民的金融和支付意识ꎬ 有效满足
农民的各项支付需求ꎮ 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助于居民账户普及率的提升: 经济增
长较快、 消费者需求强劲、 竞争更加充分ꎬ 这些因素使得金融服务提供者有更
强的动力去争取客户ꎬ 从而推动银行卡发行量和账户开户数快速增长ꎮ

４ １ ４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ꎬ 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 使用体验和质量

如第二章所述ꎬ 普惠金融的内涵并非局限于物理网点和基本账户拥有率这
些内容ꎮ 有意义的、 长期的普惠金融发展ꎬ 需要合理设计开发一系列符合消费
者需求ꎬ 尤其是符合缺乏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不足群体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尽管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新兴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创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关
注ꎬ 但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也致力于创新ꎬ 利用新技术开发了众多符合金融服
务不足群体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支付产品和服务
除拓展机构的物理服务网络外ꎬ 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借助现代技术创新产
品设计和交付渠道ꎬ 大幅提高基础支付服务的可得性ꎮ 金融服务提供者积极推
动非现金支付业务的发展ꎬ 包括本票和银行卡业务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非现金
支付业 务 增 长 迅 速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传 统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者 共 办 理 非 现 金 支 付 业 务

１, ２５１亿笔ꎬ 金额 ３, ６８７ ２４ 万亿元ꎬ 同 ２０１２ 年相比分别增长 ３０４％ 和 ２８７％ ꎮ
互联网和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使得客户不必前往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营业网点就
能办理支付业务ꎬ 大幅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ꎬ 有效降低了支付成本ꎮ
中国银联在产粮区试点推出银联卡农产品收购支付服务ꎮ 在银联清算系统
的支持下ꎬ 粮食经纪人、 收粮企业通过 ＰＯＳ 机可将资金实时转入售粮农民的银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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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卡中ꎬ 不但方便农民ꎬ 也降低了收粮企业的运营成本ꎮ 中国银联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全国交易额已超过 ２, 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ꎮ

部分商业银行和农信社借助 ＳＩＭ 卡加载的移动金融安全芯片ꎬ 通过近场通

信 ( ＮＦＣ) 提供移动金融服务ꎮ 在这种芯片的支持下ꎬ 可用手机代替银行卡ꎬ
为客户提供优质安全的便携式移动支付体验ꎮ 这项技术也在手机信贷、 旅游、
信用服务、 实名认证等更多应用领域取得了突破ꎮ
新兴数字化金融科技公司的支付业务创新将在 ４ ３ 节中加以详述ꎮ
存款和理财产品创新
许多商业银行积极进行存款和理财产品创新ꎬ 借此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便
利性和收益ꎬ 同时吸引并留住新客户ꎮ 它们改进存款和理财产品设计ꎬ 通过提
高适用性来吸引公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存款ꎮ
为了与诸如支付宝公司的 “ 余额宝” 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竞争 (４ ３ 节将进

一步论述) 以及满足潜在市场需求ꎬ 商业银行推出了一些能够灵活申购和赎回
的理财产品ꎬ 为低收入客户群体提供了更大的可得性和便利性ꎮ 这些产品大部
分对接的是基金公司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ꎬ 支持实时赎回、 快速到账ꎮ 也有商
业银行将原本的开放式理财产品进行升级ꎬ 以实现快速赎回ꎮ 在收益率方面ꎬ
这类产品的收益与互联网理财产品不相上下ꎮ 这些 “ 宝宝类” 产品更好地满足
了普通民众的投资理财需求ꎬ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ꎮ

此外ꎬ 一些商业银行 ( 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也推出了诸如银行卡 “ 定活

期约定互转” 等新业务ꎬ “ 定活期约定互转” 在提高客户便利性的同时也增加
其存款收益ꎮ 在该项业务中ꎬ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财安排ꎬ 事先约定银行卡
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间的互转规则ꎬ 从而享受具有更大灵活性的个性化产品ꎮ
一些银行还开发了帮助小微企业进行跨行账户管理的工具ꎮ 如华夏银行的
跨行资金管理系统可以将同一小微企业在各个银行开立的账户联通ꎬ 借此系统
企业可以进行实时跨行资金汇划和账户查询等业务ꎬ 还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财务
管理工具来降低交易成本ꎮ
新兴数字化金融科技公司的存款和理财产品创新将在 ４ ３ 中介绍ꎮ
信贷产品创新
近年来ꎬ 金融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向农业、

第四章

中国普惠金融经验

农民和小微企业发放更多贷款ꎮ 为此ꎬ 管理部门不仅着力优化贷款环境ꎬ 也对
商业银行提出了具体贷款要求ꎮ 例如ꎬ 管理部门实施了差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ꎬ
开展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ꎬ 设立了风险补偿基金和政府担保基金ꎬ 出台了税收
激励措施 ( 参见 ４ ４ 节) ꎮ 银监会还印发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 ꎬ 提出 “ 三个不低于” 目标:

•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ꎻ
• 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ꎻ

• 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ꎮ

为满足金融管理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ꎬ 并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ꎬ 商业
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纷纷探索创新业务模式ꎬ 主要体现在贷款产品设计
创新、 担保方式创新、 信用评价方法创新和贷款还款方式创新等方面ꎮ 尽管这
些举措 ( 有些将在报告的其他部分加以论述) 各自的重要性及具体贡献大小难
以量化ꎬ 但它们有助于实现 “ 三个不低于” 目标ꎮ 银监会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末ꎬ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 １, ３６０ 万户ꎬ 比上年同期多 １２０ 万户ꎻ 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２４ １％ ꎻ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 ４％ ꎬ 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出 １ ９ 个百分点ꎮ

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和过窄的抵押担保范围阻碍了农户和小微企业获得贷

款ꎮ 近年来ꎬ 金融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创新担保方式、 扩大抵押担保范
围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下发 «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
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 ꎬ 要求金融机构完善涉农担保贷款业务操作
流程ꎬ 健全涉农贷款担保财产的评估、 管理、 处置制度ꎬ 并利用更广泛信息来
评估客户信用ꎮ 为此ꎬ 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ꎮ
在过去十五年间ꎬ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鼓励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服
务提供者将应收账款、 存货、 设备及所有权证书等动产 ( 权利) 用作商业贷款
或发行债务工具的抵质押物 ( 详见专栏 ４ ２) ꎮ ２００７ 年 « 物权法» 颁布后ꎬ 中
国人民银行还在其征信中心下建立了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 ( 具体见 ４ ４) ꎮ 例

如ꎬ 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 ( 实际上也是一种应收账款) 创新性地被农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当作质押物ꎮ
使用政府补贴或转移支付作质押发放的贷款ꎬ 通常可达到补贴额的 ５ 到 １０ 倍ꎮ
这些创新扩大了合格抵质押品范围ꎬ 提高了抵质押权益的透明度ꎬ 并使贷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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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拥有担保物权的优先权ꎬ 进而增强其开发动产融资产品的信心ꎮ 多年来ꎬ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还组织或支持开展大量关于动产融资产品开发的外展服务、
培训ꎬ 以及知识 提 升 活 动ꎬ 其 中 很 多 是 和 世 界 银 行 集 团 下 的 国 际 金 融 公 司
(ＩＦＣ) 联合开展的ꎮ 现有的市场产品既包括简单的以应收账款、 存货或设备为
担保物的贷款ꎬ 也包括复杂的、 结构性的、 受到严格监管的以动产为担保物的
贷款ꎮ
基于应收账款和存货的供应链金融亦发展迅猛ꎮ 在此领域提供服务的贷款
者多种多样ꎮ 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协助下ꎬ ２０１３ 年末ꎬ 人民银行在天津设立供应
链融资平台ꎮ 到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该平台累计达成 ４ ５ 万亿元涉农、 中小微企业及
大型企业贷款ꎮ

新兴数字化金融科技公司信贷产品创新将在 ４ ３ 节中介绍ꎮ




专栏 ４ ２




立足服务 “ 三农” ꎬ 中国农业银行创新产品和服务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ꎬ 自 ２００７ 年起在落实

服务农业、 农村和农民 ( “ 三农” ) 这项政策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ꎮ 近几
年ꎬ 农行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更进一步ꎬ 更好地服务了 “ 三农” ꎮ
动产融资创新ꎮ 鉴于全国人大仅授权部分试点地区采用农村承包土地
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作为贷款抵押物ꎬ 农行开发了各种非土地相关
抵质押物ꎬ 如农机具、 库存农产品、 粮食直补资金等等ꎬ 借此促进农村抵
质押贷款融资ꎮ
“ 三农” 产品创新ꎮ 综合性品牌 “ 金益农” 整合了农行近年来开发的
１４９ 种 “ 三农” 专属金融产品ꎬ 为农户、 农村居民和企业家提供了众多金
融服务ꎮ 针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ꎬ 农行开发了粮贷通、 化肥
淡季商业储备等特色产品ꎮ 为促进城镇化ꎬ 农行还开发了城镇化建设贷款、
农村新民居贷款等产品ꎮ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银行ꎮ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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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的数字金融服务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ꎬ 中国工商银行开发了各种数字金融产
品和平台ꎬ 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好的服务ꎮ
多年来ꎬ 工行开发了小额线上快捷支付工具 “ 工银 ｅ 支付” 、 线上投资

理财工具 “ 工银融 ｅ 联” 和多项线上小微企业金融产品ꎮ 例如ꎬ “ 逸贷”

是一款面向小微企业、 利用自有数据库和大数据进行信用分析、 无担保小
额信用贷款产品ꎮ 另一款面向小微企业的产品 “ 网贷通” 提供在线循环贷
款服务ꎬ 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ꎬ 实现贷款的网上自助申请和按需循环
使用ꎮ 这两款产品由于契合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ꎬ 推出以来备受欢迎ꎮ
除各种数字金融产品外ꎬ 工行还在 ２０１５ 年启动 ｅ￣ＩＣＢＣ 业务线ꎬ 包括

“ 三平台、 一中心” ꎮ 移动信息应用平台旨在提供安全便利的通信渠道ꎬ 消
费者可通过该平台与工行服务人员进行交流ꎮ 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多种产品ꎬ
具有严格审核卖家准入、 定价和争端解决程序的特点ꎮ 工行还搭建了线上
直销银行平台和网络融资中心ꎮ 网络融资中心利用工行历史数据、 工行线
上平台数据和现场调查信息ꎬ 能够提高融资可得性并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和个人ꎮ
资料来源: 中国工商银行ꎮ

４ １ ５

推进农信社改革ꎬ 更好服务 “ 三农”

农村信用社历史上是中国农村地区机构网点分布最广的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因此也是实现中国普惠金融目标的关键性机构ꎮ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ꎬ 为了
改善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ꎬ 中国对农信社进行了几次改革ꎮ ２０１６ 年末ꎬ 中国共
有 １, １２５ 家农村信用社ꎬ 还有自 ２００３ 年农信社改革后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

１, １５４ 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ꎮ

农村信用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设立ꎬ 但在改革开放前ꎬ 未能有效发

挥服务 “ 三农” ( 指农村、 农业、 农民) 的作用ꎮ １９７９ 年初ꎬ 国务院决定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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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管理ꎮ １９８４ 年ꎬ 由于经营不善、 财务状况不佳等
原因ꎬ 农信社仍未能实现有效服务 “ 三农” 的目标ꎬ 因此国务院提出对农村信
用社股权设置、 组织管理等进行全面改革ꎬ 以恢复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性质ꎬ 更
好地服务农村和县域经济ꎮ 此后ꎬ 农信社主要以村、 镇法人机构为主要组织形
式ꎮ 这一阶段的改革壮大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ꎬ 有效地促进了其业务发展ꎬ
但也出现了农信社自主经营权受地方干预等新问题ꎬ 影响了农信社普惠金融潜
能的发挥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国务院发布 « 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ꎬ 明确农信社与中

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ꎬ 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ꎮ 为了增强农信社的风
险防范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ꎬ 国务院办公厅 １９９７ 年转发了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ꎬ 重申要按合作制原则改革农
信社管理体制ꎮ 此次改革总体上较好地改善了农信社的管理体制ꎮ 随着国有商
业银行纷纷撤回县域内分支机构ꎬ 农村信用社更多承担起服务 “ 三农” 的重
担ꎮ 然而ꎬ 由于历史包袱重、 资产质量差、 经营不善ꎬ 农村信用社之后出现了
大面积亏损ꎮ 到 １９９９ 年末ꎬ 全国信用社系统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ꎬ 农信社服务
“ 三农” 的能力受到了较大影响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ꎬ 中央政府启动对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ꎮ 在这次改革中ꎬ 不

再强调坚持农信社在股权结构、 管理和业务经营上的 “ 合作” 属性ꎬ 并创造了
两个新型的组织形式———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ꎮ 许多农村信用社因而
被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等新形式ꎬ 以提升自身治理水平ꎬ 并将
其调整为商业可持续的经营模式ꎮ 地方政府被赋予进一步改革的权力ꎬ 地方政
府随后出台并实施了配套政策ꎬ 帮助减少不良贷款和进行产权改革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全国共有 １, １１４ 家农村商业银行和 ４０ 家农村合作银行ꎮ

为实现农信社改革目标ꎬ 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相关精神制定并实施了一

系列政策和措施ꎮ 为增强农信社的资本实力ꎬ 人民银行设计并发放了有关专
项票据和专项借款ꎮ 专项票据发行额、 专项借款发放额均按照 ２００２ 年末农信社
实际资不抵债金额的 ５０％ 核定 ( 但一个县 ( 市) 只能选择一种方式) ꎬ 并设计
和实施了多方面的正向激励机制ꎮ 专项票据发放给符合发行条件的农村信用社
县 ( 市) 联社ꎬ 其发行、 兑付与农信社改革进程和成效相挂钩ꎮ 专项票据在农


基本原则为: (１) 因地制宜ꎻ (２) 严防道德风险ꎻ (３) 积极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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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社经营改善达标 ( 如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不良贷款比例降幅要求) 后由人
民银行予以兑付ꎮ 专项借款以省 ( 自治区、 直辖市) 为单位发放ꎬ 其发放进度

也与农信社改革进程和成效相挂钩ꎮ 从 ２００４ 年第一季度到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ꎬ
人民银行共计完成对 ２, ４０８ 个县 ( 市) 农村信用社发行、 兑付专项票据 １, ６９９
亿元ꎬ 对新疆、 吉林、 黑龙江等省 ( 自治区) 发放专项借款 １４ 亿元ꎮ

２００３ 年的改革助推农村信用社稳健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农信社资产质

量和收益大幅改善ꎬ 在业务经营、 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ꎮ
由此ꎬ 农信社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ꎬ 总体经营持续向好ꎬ 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不断增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实现净收益 ５１９ 亿元ꎻ ２０１６ 年
末ꎬ 不良贷款率为 ７ ３％ ꎬ 资本充足率为 ８ ４％ ꎬ 涉农贷款余额共计 ２ ７ 万亿元
( 详见表 ４ ５) ꎮ

表 ４ ５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净收益

资本充足率

( 十亿元)
－ ５ ８

(％ )

－ ８ ３

１８

８ ４５

６５ ４

９ １

２２ ８
６６ ４
５１ ９

２ ９
８

８ ４

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历年绩效
不良贷款率
(％ )

涉农贷款余额
( 十亿元)

农信社数量

农村合作银行和
农村商业银行数量

３６ ９

—

３５, ５４０

１５ ３

２, ２４４

３, ０５６

２３９

７ ８

３, １９６

１, ３７３

９３０

１４ ８
７ ２
７ ３

—

３, １２９

２, ６７９

２７, ０３６
１, ９２７
１, １２５

３

７０

４８４
１, １５４

资料来源: 中国银监会ꎮ

当前阶段改革发展的目标是进一步使农村信用社发展成为资本充足、 合规
稳健、 稳步发展的市场导向型金融企业ꎮ 下一目标是发挥农村信用社的灵活优
势ꎬ 鼓励其及时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ꎮ 随
着改革的不断深化ꎬ 期待农村信用社在服务 “ 三农” 和推进普惠金融方面能够
发挥更大作用ꎮ

然而ꎬ 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ꎬ 许多农村信用社仍面临着一些挑战ꎬ
治理不善、 客户群规模小以及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等问题仍困扰着一些农信社ꎮ
农信社总体创新能力有限ꎬ 尤其是在利用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改进产
品设计及交付方式方面ꎬ 它们因而也面临着来自新市场参与主体的激烈竞争ꎮ
农信社需要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ꎬ 否则能否成功留住那些为数字化金融
产品和服务所吸引的客户群体ꎬ 能否实现其以市场为导向可持续性地为农村消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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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使命ꎬ 仍有待观察ꎮ

４ １ ６

促进保险业创新ꎬ 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近年来ꎬ 保险公司扩大了目标群体ꎬ 将以前缺乏金融服务或服务不足群体
纳入服务范围ꎮ 这一进展既得益于保险公司在渠道、 产品、 流程和管理等方面
的创新ꎬ 也得益于监管改革及推动ꎮ 新市场主体的出现ꎬ 已对保险市场产生了
影响ꎮ 这些新兴服务提供者已经证明了其技术驱动模式的活力ꎬ 也加剧了保险
业竞争程度ꎮ
数字营销ꎬ 特别是交付渠道的数字化促进了保险产品和服务的获取与使用ꎮ
事实上ꎬ 对于非寿险保险公司来说ꎬ 互联网是发展最迅速的交付渠道ꎬ 这一渠
道也为国务院所提倡ꎬ 并得到了保监会大力推动ꎮ 互联网渠道使消费者可以更
便捷地选择和购买保险产品ꎬ 也使保险公司因更低的获客成本和保单管理成本
而获益ꎮ 总体而言ꎬ 有四种数字化经销模式:
(１) 通过自身平台销售的普通保险公司ꎮ 随着使用手机上网的消费者数量

越来越多ꎬ 以及消费者越来越精通于使用移动终端进行交易和理财ꎬ 保险公司
的销售平台开始扩展到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上ꎮ
(２) 通过第三方中介平台销售的普通保险公司ꎮ 近年来ꎬ 出现了大量的第

三方中介平台ꎬ 如优保、 中民ꎮ 通过这些平台ꎬ 消费者可以在一系列保险公司
提供的产品中比较并挑选保险产品ꎬ 从而享受到 “ 一站式” 购买服务ꎮ 一些平
台提供简单、 标准化的保险产品ꎬ 如车险、 意外伤害险ꎮ

(３) 通过社交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普通保险公司ꎮ 保险公司越来越

多地利用淘宝、 京东、 携程等社交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 ( 及其规模庞大的客户
基础) 销售保险产品ꎮ

(４) 互联网保险公司ꎮ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是一家新兴的、 纯互联网保

险公司ꎬ 蚂蚁金服和腾讯均为其主要股东ꎮ ４ ３ ５ 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探讨ꎮ

在所有模式中ꎬ 一个重要的进展是 “ 线上到线下 ( Ｏ２Ｏ) ” 的业务模式:

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发起咨询ꎬ 再获得电话客服或代理员的线下接洽ꎮ

据保监会统计ꎬ 中国 ２０１６ 年的保费收入已超过 ３ １ 万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 ５％ ꎮ


一个案例显示了互联网在销售传统保险上的非凡潜力: 一家二线保险公司在微信上开了一个网店ꎬ 三个

月后该网店日新车保费收入达 ３０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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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保费收入约 ２, ３４８ 亿元ꎬ 占全年保费收入的 ７ ５％ ꎬ 美国这一比

例大约为 １５％ ꎮ 虽然互联网保险占整个行业的份额还比较小ꎬ 但却发展迅速:

２０１４ 年非寿险保费收入达 ５０６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３ ７％ ꎻ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 同
比增长 ６９％ ꎻ ２０１６ 年ꎬ 互联网财险保费收入比上一年度下降 ３４ ６％ ꎬ 而互联网
寿险保费收入则增长了 ２２ ６％ ( 达 １, ７９７ 亿元) ꎮ

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了保险产品的创新ꎮ 例如ꎬ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衍生

出来的 “ 退运险” 就是一项新险种ꎬ 代表了新型消费潮流下为消费者量身打造
的保险产品ꎮ 产品创新的另一领域是传统保险难以承保的险种ꎬ 如地震险等巨
灾保险ꎮ 在这方面ꎬ 传统保险难以集中大量同质风险发挥大数法则的作用ꎮ 相
比之下ꎬ 互联网保险可以运用数字渠道克服物理约束ꎬ 快速、 轻松地获取不同
地域的大量客户ꎬ 使得保险公司能更好地解决 “ 风险池” 规模问题ꎬ 从而更好
地为同质性风险估值和承保ꎮ

保险公司积极探索运用新技术改进流程ꎬ 提高承保精确性和理赔速度ꎮ 以
人保财险为例ꎬ 人保财险依托遥感技术和无人机技术等新信息技术ꎬ 构建了农
业保险遥感基础产品生产系统、 野外一体化信息采集系统以及综合管理与信息
服务平台等信息技术系统和平台ꎬ 研制了基于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移动查勘终
端和无人机硬件平台ꎮ 这些努力创造出了 “ 天—空—地” 三维一体的立体服务
体系ꎬ 支持了保险业务ꎮ 这些新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运用为承保和理赔工作
提供了准确的空间数据ꎬ 有助于较好地解决核保难、 理赔慢的问题ꎬ 促进了保
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ꎮ 此外ꎬ 这些技术还可帮助保险公司积累海量数据ꎬ
促进保险公司更精确地进行保险定价ꎮ
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ꎬ 引导优化农业保
险产品ꎬ 提高其对于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的可得性和契合度ꎮ 这些措施包括给农
民提供保险补贴ꎮ 保险公司也推出了针对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生产周期和生计而
设计的创新型保险产品ꎬ 如气象指数保险、 价格指数保险、 农业产量险、 收入
险、 农产品质量险等ꎮ 例如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全国有 ３３ 个省市开展了试点ꎬ
共推出了 ５０ 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品种ꎬ 参保农户 ４０ 万户次ꎬ 提供风险保障 １６０

亿元ꎮ 有些试点地区的保险由几家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共同承保ꎬ 保费主要
来自地方政府补贴ꎬ 少部分由企业补贴和农民承担ꎮ 然而ꎬ 这些保险试点项目


来源: 中国保监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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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和大规模推广的可行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保险市场的创新使消费者能够获得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ꎬ 但仍有必要
加快推出设计合理、 便捷易用、 成本可负担的保险产品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务院印发
«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ꎬ 鼓励保险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改
革和产品服务创新ꎬ 旨在增加保险市场的竞争性和个性化服务水平ꎮ 对保险市
场竞争性增强的预期ꎬ 也能起到催化作用ꎮ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ꎬ 中小保险企业
有望利用其在挖掘用户需求、 产品创新、 精算模型等方面的竞争优势ꎬ 开发出
更符合消费者实际需求的新型保险产品ꎮ 互联网企业也有望积极参与互联网保
险行业ꎬ 并成为推动行业革新的重要力量ꎮ 传统大型保险公司在大规模承保、
特定险种以及空间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依然具有优势ꎮ 随着优质中小保险企业
和互联网保险企业的逐渐崛起ꎬ 保险行业有望呈现更具竞争性、 更具多元化的
市场格局ꎬ 这将有助于普惠金融目标群体更好地获得保险服务ꎮ

４ ２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间ꎬ 中国政府出台了若干制度用以规范新型农村金融服务

提供者的设立ꎬ 其中ꎬ 既包括村镇银行、 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ꎬ
也包括小额贷款公司 ( 新型贷款机构) ꎮ 这些政策旨在提升传统上服务缺失和
不足群体金融服务的普惠性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
可以看作是提升农信社服务 “ 三农” 能力所作努力的延伸和补充ꎬ 同时也可被
视为增强农村金融服务竞争性的一项机制ꎮ

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有一些共同特征ꎬ 如服务对象明确、 设立条
件相对宽松等 ( 详见表 ４ ６) ꎮ 就服务对象而言ꎬ 这些机构服务的目标群体包括
农村居民和中小微企业ꎮ 在设立条件方面ꎬ 监管机构对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服务
提供者在注册资本、 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各有不同ꎬ 但都要宽松
得多ꎮ 涉及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一些灵活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参
与设立具有独立法人性质但运营限于一定区域的新型机构ꎮ 村镇银行和小额贷
款公司可以设立分支机构ꎬ 而农村资金互助社则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ꎮ 这种模


村镇银行 ( 在乡镇设立的) 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ꎬ 农村资金互助社 ( 在行政村设立的) 注

册资本不得低于 １０ 万元人民币ꎬ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ꎮ 相比而言ꎬ 全国性商业银行注
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ꎬ 城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 １ 亿元人民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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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利于增强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管理的灵活性和对本地目标服务群体的
适应能力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政府向满足一定条件 ( 如贷款余额增长达到一定水
平或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 的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提
供补贴 ( 不超过平均贷款余额的 ２％ ) ꎮ 这些补贴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分
担ꎬ 例如: 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金分担比例分别为 ３０ / ７０、 ５０ / ５０ 和 ７０ /

３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央财政部门为此拨付 ２９ 亿元作为专项补贴资金ꎮ
表 ４ ６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基本情况对比表

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

农村资金互助社

１, ５１９

２００５

４８

试点年份

２００６

８, ６７３

２００６

监管部门

银监会

省级政府金融办或相关部门

银监会

数量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 日ꎬ 中国 银监会
—

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 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银监会发

见» ꎮ 各省以此为依据ꎬ 相继出

行规定» ꎮ

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 指导意
台了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ꎮ

主要特征

布 « 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

独立企业法人ꎬ 由乡 ( 镇) 、

独 立 企 业 法 人ꎬ 最

独立企业法人ꎬ 不吸收公 众 存

大股东或唯一股东

款ꎬ 经营小 额 贷 款ꎻ 主 要 资 金

必须是银行业金融

来源为股东缴纳 的资本金、 捐

愿入股组成ꎬ 仅面向社 员提

机 构ꎬ 且 持 股 比 例

赠资金等ꎻ 从银行业金融 机 构

供存款、 贷款、 结算等业 务

不得低于村镇银行

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 过资本

的社 区 互 助 性 银 行 业 金 融

股本总额的 １５％ ꎮ

净额的 ５０％ ꎮ

机构ꎮ

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 自

资料来源: 中国银监会ꎮ

４ ２ １

村镇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全国村镇银行试点工作正式启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中国银监

会发布 «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ꎮ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ꎬ 村镇银行可经营的业
务包括: 吸收公众存款ꎻ 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ꎻ 办理国内结算ꎻ 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ꎻ 从事同业拆借ꎻ 从事银行卡业务ꎻ 承销政府债券ꎻ 代理收付款
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ꎮ 就治理结构而言ꎬ 村镇银行的性质是独立的企业法人ꎮ
但村镇银行实行发起人制度ꎬ 必须有一家符合监管条件的商业银行作为主要发



见 «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财政部ꎬ ２０１６ 年)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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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银行ꎮ 发起银行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 １５％ ꎬ 并且具有一
定程度的监督职责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ꎬ 五大行和约 ４０％ 的股份制银行设立了村
镇银行ꎻ 此外ꎬ 约 １５％ 的农村商业银行和 ７６％ 的城市商业银行也设立了村镇银
行ꎬ 村镇银行为这些银行提供了获取农村新客户群体的宝贵机遇ꎮ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ꎬ 村镇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村镇银行资本余
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１０％ ( 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 ꎮ 由于村镇银行总体经营规模
较小ꎬ 在正常情况下ꎬ 其对单个客户的贷款余额通常不会太大ꎮ 来自银监会的
数据说明了这一点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村镇银行户均贷款余额仅为 ４１ 万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中国已成立村镇银行 １, ５１９ 家ꎬ 其中 ６５％ 设立在中、 西部

地区ꎻ 村镇银行总资产 １２, ３８０ 亿元ꎬ 总贷款余额 ７, ０２０ 亿元ꎬ 其中涉农贷款和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总计 ６, ５３０ 亿元ꎬ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９３％ ꎻ 村镇银行 ８０％ 的
贷款低于 ５００ 万元ꎮ

４ ２ ２

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 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
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国人
民银行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中国银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发布 «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ꎮ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民间资本组建的企业ꎬ 有独立的法人财产ꎬ 以全部财产

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ꎮ 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获得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ꎬ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
任ꎮ 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相对独立ꎬ 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模
式ꎮ 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ꎬ 但面临着某些融资限制ꎮ
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ꎬ 因而不能吸收公众存款ꎬ 主要为 “ 三农” 及小微

企业提供服务ꎮ 与村镇银行类似ꎬ 一些省份规定ꎬ 小额贷款公司应以金融服务
不足群体为目标客户ꎬ 例如ꎬ 小额贷款公司 ７０％ 的贷款必须发放给贷款余额不
超过 ５０ 万元的小额借款人ꎬ 其余 ３０％ 的贷款可发放给单户贷款余额不超过小额
贷款公司资本净额 ５％ 的借款人ꎮ



见 « 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 银监会令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号) ꎮ
指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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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８, ６７３ 家ꎬ 实收资本总额 ８, ２３０ 亿

元ꎬ 贷款余额 ９, ２７０ 亿元ꎮ 江苏、 河北、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安徽和广东等
七个省 ( 区) 设立小贷公司数量均超过 ４００ 家ꎬ 其中江苏最多ꎬ 达到 ６２９ 家
( 详见专栏 ４ ４) ꎮ

４ ２ ３

农村资金互助社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银监会发布 « 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 ꎬ 促进农村资

金互助社发展ꎮ 农村资金互助社依托行政村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ꎬ 面向社
员开展存款、 贷款和结算、 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等业务ꎮ 成立农村资金互
助社的目的在于把农民联合起来ꎬ 弥补农村地区 ( 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
地区) 金融服务空白、 解决农村金融服务落后等不足ꎬ 以资金合作的模式来谋
求农民的自我发展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国首家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吉林省梨树

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正式挂牌营业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全国共组建农村

资金互助社 ４８ 家ꎬ 分布在 １６ 个省份ꎬ 主要集中在浙江、 黑龙江、 山西等地ꎬ
服务社员 ６ 万人ꎬ 存款余额 ２７ 亿元ꎬ 贷款余额近 １９ 亿元ꎬ 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１８ 亿元ꎬ 占贷款总额的 ９６ ８％ ꎮ

到 ２０１２ 年ꎬ 农村资金互助社模式未实现预期目标ꎮ 为了将精力集中于其他

政策措施上ꎬ 银监会暂缓发放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ꎮ 阻碍农村资金互助社
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管理不善和经营规模过小ꎮ 此外ꎬ 还出现了多起假借互
助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件ꎬ 对互助社的声誉造成了负
面影响ꎮ

４ ２ ４

积极作用

这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自成立以来ꎬ 利用自身的特点和独特优势
积极服务普惠金融目标群体ꎬ 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不足ꎮ 具体而言ꎬ 其独特
优势体现在:
一是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具有为目标群体服务的区位优势ꎮ 大多数村
镇银行设立在县城或者乡镇ꎬ 农村资金互助社设在农村地区ꎬ 许多小额贷款公
司则设在小微企业聚集的地区或社区ꎬ 这些机构距离服务目标群体非常近ꎮ
二是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具有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目标客户群体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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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ꎬ 基于监管对目标客户的规定ꎬ 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服
务于小微企业和农户ꎬ 资金互助社则服务于社员ꎮ
三是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在管理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更好地服
务于目标客户ꎮ 相比于传统银行ꎬ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经营管理层级较少ꎬ
贷款 审 批 更 为 方 便 快 捷ꎬ 能 更 好 地 契 合 农 户、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 短、 小、 频、
急” 的特点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运转建立在 “ 熟人社
会” 的基础上ꎮ 如同传统上的微型金融机构ꎬ 这类机构对客户知根知底ꎬ 信息
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ꎬ 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ꎬ 而农民、 小微企业在农村和社区
内的信誉意识也克服了缺乏抵押物带来的风险ꎮ
此外ꎬ 就村镇银行而言ꎬ 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在村镇银行的硬件开发建设、
人才培养以及风险防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因此ꎬ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ꎬ 它们为获取农村金
融服务提供了便利ꎬ 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ꎬ 降低了农民和小微企业对民
间金融的依赖ꎬ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环境ꎮ



专栏 ４ ４




南充美兴小额贷款公司: 坚持服务小微客户
南充美兴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发起的首批小额信贷

试点项目之一ꎬ 也是中国第一家外资小额贷款公司ꎮ 南充美兴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发放首批贷款ꎬ 目前拥有 ３ 家分公司和 １１ 个服务网点ꎬ 公司员工 ２６８
人ꎬ 其中客户经理 １８４ 人ꎮ

自成立以来ꎬ 南充美兴始终坚持为农民、 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等缺

少融资途径、 规模较小的群体提供贷款服务ꎮ 南充美兴具有以下 ４ 个经营
特色: (１) 重信用ꎬ 轻抵押ꎮ 与更倚重担保和抵押品的传统信贷模式不
同ꎬ 南充美兴的贷款业务更注重客户现金流分析ꎬ 重视客户的经营稳定性
和业务前景ꎮ 南充美兴 ９０％ 的贷款是无担保贷款ꎮ (２) 坚持 “ 额小 ( 单
笔) 、 量大 ( 总额) 、 分散、 短期” 的贷款原则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南充美兴


南充美兴是美兴中国的全资子公司ꎮ 美兴中国的股东是法国美兴集团、 国际金融公司、 德国复兴银行、

比利时安盛集团和环球发展基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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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投放贷款 ８１, １５８ 笔ꎬ 单笔贷款平均金额仅 ４ ４１ 万ꎮ 目前ꎬ 南充美兴
拥有客户 １６, ６０１ 户ꎬ 贷款余额 ６ １５ 亿元ꎬ 单笔 １０ 万元以内的贷款占比

９０％ ꎮ (３) 坚持 “ 快速决策快速投放” 原则ꎮ 南充美兴建立了标准化的贷
款决策流程ꎬ 采用高效的信用审核流程ꎬ 并实现了信息系统管理与远程贷
款审批ꎮ 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平均只需要 ２ ３ 天ꎬ 老客户申请贷款基本可以
实现当天批准当天发放ꎮ (４) 坚持商业可持续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ꎮ 自
２０１１ 年起ꎬ 南充美兴开始实施企业社会绩效管理ꎬ 开展客户保护工作ꎮ 因
此ꎬ 南充美兴获得国际组织 Ｓｍａｒ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的客户保护认证ꎬ 是中国首家
获此认证的小额贷款公司ꎮ

资料来源: 南充美兴小额贷款公司ꎮ

４ ２ ５

问题和挑战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设立无疑是中国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一项
重要尝试ꎬ 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但同时ꎬ 这几类新型金融服务提供者在现阶段也
存在一些问题ꎮ 这些问题有些具有共性 ( 如创新能力不足) ꎬ 但还有些是某类
机构特有的问题ꎮ

村镇银行面临的主要是管理成本、 经营灵活性和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问
题ꎮ 一是村镇银行发起人面临较高管理成本ꎮ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规定ꎬ 村镇银
行网点的设立必须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进行搭配ꎮ 如果发起人银行在某个
省份还没有设立分支机构ꎬ 那么村镇银行往往由发起人银行总行管理ꎮ 这不仅
提高了管理成本ꎬ 还降低了村镇银行的经营灵活性ꎮ 二是村镇银行创新能力相
对较弱ꎮ 由于规模小等原因ꎬ 村镇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强ꎻ 同时因受发
起人银行影响较大 ( 相对于其他潜在投资者的影响而言) ꎬ 村镇银行的经营模

式容易成为发起人银行的翻版ꎬ 常常出现产品和服务与传统银行同质化的现象ꎬ
由此限制了政策制定者最初设定的村镇银行向目标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合适
产品的能力ꎮ 过高的管理成本ꎬ 有限的经营灵活性ꎬ 以及同质化的产品不但导
致了较低的利润率ꎬ 也给持续向更多目标群体提供创新产品造成了困难ꎮ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场定位与商业银行雷同、 风险防
控薄弱、 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税收负担较重ꎬ 以及经营区域限制等ꎮ
一是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偏离了服务普惠金融目标群体的市场定位ꎬ 未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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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填补普惠金融空白ꎮ 现实中ꎬ 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上与传统金融机
构类似ꎬ 没有将服务 “ 小微” 放在重要地位ꎮ ２０１５ 年一项对全国 ２７９ 家小额贷
款公司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样本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额是 １９０ 万元ꎬ 中
位数是 １２７ 万元ꎮ 单笔小于或等于 ５ 万元的贷款笔数占比仅为 １１ ７％ ꎬ 金额只
占 １ ５％ ꎻ 相比之下ꎬ 单笔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贷款笔数占比为 ３８ ３％ ꎬ 金额占比
高达 ６７ ９％ ꎮ

二是风险防控成为阻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ꎮ 有些小额贷

款公司的客户处于监管政策所限制的行业ꎬ 或是负债率较高、 不具备财务可持
续性的企业ꎻ 还有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担保形式单一、 程序不完善、 内部管
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弱等问题ꎬ 从而加大了经营风险ꎮ
三是在 “ 只贷不存” 制度框架下ꎬ 小额贷款公司必须以股东投入的资本金

放贷ꎮ ２００８ 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 «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规定:
“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 捐赠资金ꎬ 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ꎬ “ 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ꎬ 不得超过资本
净额的 ５０％ ” ꎮ 这些规定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获取资金的能力ꎬ 相应限制了其
贷款业务的运作空间ꎮ 各省的监管要求各不相同ꎬ 有的省份通过设置较高的初
始最低资本来提高准入门槛ꎮ 之前ꎬ 小额贷款公司的税率一般会比那些典型的
金融机构高ꎬ 同时也未能享受国家颁布的支持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
优惠政策ꎮ 这一状况在 ２０１７ 年初得以改变ꎬ 小额贷款公司从此也可以享受到税
收优惠政策ꎮ

四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范围通常限于一县之内ꎬ 向邻县扩展业务需要重
新申请ꎬ 并需新设一个独立的公司ꎬ 这限制了经营的拓展及有效扩张ꎮ
由于在风险管理、 融资、 地理限制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挑战ꎬ 小额贷款公司
在扩大规模和实现商业可持续上面临一定困难ꎬ 许多小额贷款公司还存在财务
困难ꎮ 为使小额贷款公司能够在发展普惠金融中扮演更重要角色ꎬ 还须解决法
律和监管环境上面临的挑战ꎮ
在暂缓发放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后ꎬ 中国银监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明确此
类机构 ( 或 类 似 机 构) 在 推 动 农 村 地 区 为 农 户 服 务 的 合 作 性 金 融 中 的 角 色


张睿等ꎬ « 对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情况的调查分析———基于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抽样调查» ꎬ « 经济与金融»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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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ꎮ

４ ３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监管

近年来ꎬ 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头羊ꎮ 中国金融行业的新
进入者在商业模式、 销售渠道和产品等方面开展创新ꎬ 其中有不少利用了线上
电商或社交平台的规模化和网络化效应ꎮ 金融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还源于其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金融需求的能力ꎬ 这部分消费者
的金融需求往往因为传统金融机构更多地关注服务国有企业而被忽视ꎮ 然而ꎬ
要评估金融科技公司对普惠金融的贡献并非易事ꎮ 尽管很多客户能够获得为其
量身定做的新型产品ꎬ 但并不是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所有产品都适合金融服务
不足群体的需要ꎬ 况且很多身处 “ 最后一公里” 的消费者并没有从金融科技革
命中获益ꎮ 各 类 金 融 科 技 模 式 也 对 金 融 稳 定 和 金 融 消 费 者 保 护 带 来 了 新 的
风险ꎮ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和考虑ꎬ 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在金融科技公司的资格和
扩张方面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政策措施ꎮ 这种措施的目标是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引
入适当水平的监管ꎮ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 ( 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体现了这一平衡监管理念ꎬ 其中不仅提出 “ 为互
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 ꎬ 还着重强调了 “ 通过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相
互支撑ꎬ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ꎬ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ꎮ « 指导意见» 也明
确指出ꎬ 中国互联网金融 ( 包括金融科技) 监管应遵循 “ 依法监管、 适度监
管、 分类监管、 协同监管、 创新监管” 的原则ꎮ 监管部门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
遵循了这些原则? 实际上是因产品、 因提供者不同而有所不同ꎬ 这将在后面具
体加以论述ꎮ
以下各 节 涵 盖 了 中 国 金 融 科 技 公 司 的 七 种 主 要 类 型: 非 银 行 支 付 机 构
(４ ３ １ ) ꎻ Ｐ２Ｐ 网 络 借 贷 ( ４ ３ ２ ) ꎻ 网 络 小 额 贷 款 ( ４ ３ ３ ) ꎻ 互 联 网 银 行
(４ ３ ４) ꎻ 互联网保险 (４ ３ ５) ꎻ 互联网基金理财 (４ ３ ６) ꎻ 互联网股权众筹
(４ ３ ７) ꎮ 最后ꎬ ４ ３ ８ 节总结了金融科技 ( 或者说更广义上的数字金融) 对普
惠金融的贡献及其面临的挑战ꎮ


关于数字金融、 互联网金融、 金融科技的定义以及这些术语间的相互关系在 １ ２ 节进行了阐述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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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１

非银行支付机构

随着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ꎬ 非银行网络支付应运而生ꎮ 非银行
网络支付是指付款人通过非银行支付平台进行资金转移的行为ꎬ 例如阿里巴
巴旗下蚂蚁金服的支付宝ꎬ 运营社交平台微信和 ＱＱ 的腾讯旗下的财付通等非
银行支付平台ꎮ

为促进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 ( 如淘宝ꎬ 天猫) 的支付 ( 商业交易) ꎬ 支

付宝于 ２００４ 年上线ꎮ 支付宝创立了 “ 第三方” 存管机制ꎬ 买家所付货款将会被

存于 “ 第三方” ꎬ 直到买家收到所买商品并确认满意后ꎬ 货款才会转移给商家ꎮ
这种安排解决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缺乏信任这个早期阻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根

本性问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腾讯在其通讯平台 ＱＱ 上推出了一个支付平台———财付通ꎬ
用户可通过这个平台为在线游戏和所购买的音乐付费ꎮ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为便于
使用手机进行支付ꎬ 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支付产品开始接入手机应用程序ꎮ 例
如ꎬ 将财付通以电子钱包的形式嵌入微信应用程序ꎬ 并将电子钱包和已有的银
行账户或信用卡关联ꎬ 可用于个人间转账、 缴费、 旅游预订等更为广泛的支付
场景ꎬ 部分交易由二维码支持完成ꎮ 中国银联、 中国电信等其他非银行支付提
供者也进入了数字支付领域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支付宝和财付通已累积了数亿用户ꎮ

尽管非银行网络支付初期发展迅速ꎬ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一开始还是采取了

“ 包容并观察” 的策略ꎬ 使得这一新兴产业得以在较少的限制下创新和成长ꎮ
直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即支付宝上线 ６ 年之后ꎬ 中国人民银行才出台针对非银行支付机
构的管理办法ꎬ 该管理办法规定了取得业务许可证的要求和程序ꎬ 包含了最低
资本要求、 出资人要求等相关内容ꎮ 五年之后ꎬ 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发布 «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ꎬ 在客户身份识别、 反洗钱 / 反
恐怖融资、 个人用户支付额上限、 数据信息保护方面提出要求ꎮ

“ 包容并观察” 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超过 ２６０ 家取得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ꎬ 网络支付是指收款人或付款人通过计算

机、 移动终端等电子设备ꎬ 依托公共网络信息系统远程发起支付指令ꎬ 且付款人电子设备不与收款人特定专属设
备交互ꎬ 由支付机构为收付款人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活动ꎮ


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同样提供移动支付 ( 详见 ４ １ ４) ꎬ 三大电信运营商 (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 中国人民银行令 〔２０１０〕 第 ２ 号) 及 «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通) 也提供了小部分移动支付服务ꎮ

实施细则» (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２０１０〕 第 １７ 号)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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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支付机构在监管下运营ꎬ 服务于数亿客户 ( 详见表 ４ ７) ꎮ, ２０１６ 年交易
量最大的 ２ 家机构分别是支付宝 (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财付通科技
有限公司ꎮ 对很多中国消费者 ( 特别是城镇消费者来说) ꎬ 通过这些平台支付
可以在很多日常交易中替代现金和银行卡的使用ꎮ
表 ４ ７

非银行支付行业发展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机构数量 ( 个)

２５０

２６９

２６８

２６６

每年交易笔数 ( 亿笔)
每年交易量 ( 万亿元)

３７１ ３４
１７ ５７

５３８ ９７
３５ ３０

９１７ ９１

１, ８５４ ７６

６３ ７１

１１９ ５１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表 ４ ８

主要非银行支付产品概览
支付宝

财付通

上线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关联公司

蚂蚁金服

腾讯

用户数量 ( 百万人)

４５０

—

市场份额 ( ％ )

５４

３７

资料来源: 公司公开披露 ( 实名用户数量) ꎻ 易观智库 ( Ａｎａｌｙｓｙｓ) (２０１６ꎻ 市场份额数据) ꎮ

非银行支付平台的飞速发展归因于它们拥有的一些共性、 核心特征:
(１) 可信赖且可追索ꎮ 支付宝等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建立便利了资金的第三

方存管ꎬ 在这种机制下ꎬ 只有当消费者确认收货且满意之后ꎬ 货款才会支付给
商家ꎮ
(２) 依托现有平台ꎮ 最大的非银行支付平台 ( 如支付宝ꎬ 财付通) 将支付

功能嵌入已经拥有巨大用户网络的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ꎬ 有助于取得规模效应ꎮ
２０１４ 年上线的微信红包ꎬ 在使用数字支付方式发送礼金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ꎬ
在 ２０１６ 年春节期间发送的微信红包总数超过 ８０ 亿个ꎮ

(３) 成本可负担ꎮ 非银行支付机构 ( 包括支付宝和财付通) 的客户可以无

成本地将资金转入电子钱包和进行支付ꎮ 这与支付工具嵌入现有的电商平台、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上述创新性支付产品和其他国家推出的产品具有显著区别ꎮ 支付宝及类似产品依赖于传

统银行账户运营ꎬ 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移动网络运营商那样创造新账户和电子货币ꎮ 因此ꎬ 支付宝的交易需要在
受到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合作下才能完成ꎬ 所以才可能导致了相对较长的 “ 包容并观察” 期ꎮ


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ｑｚ ｃｏｍ / ６１３３８４ / ｏｖｅｒ￣８￣ｂｉｌｌｉｏｎ￣ｒｅｄ￣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ｎｔ￣ｏｖｅｒ￣ｗｅｃ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ｙｅａｒ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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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密切相关ꎬ 这些社交和电子商务平台产生的相关收入流ꎬ 可以有效地
补贴以低成本向客户提供的支付服务ꎮ 大多数非银行支付机构给予客户一定的
免费提现额度ꎬ 对超过部分收取一定的提现费用ꎬ 如提现总额的 ０ １％ ꎮ 非银
行网络支付的成本结构对商家也具有吸引力ꎬ 从而促使了一系列零售交易向利
用非银行支付平台 ( 而不是信用卡和借记卡) 转移ꎮ

(４) 便捷和可互通ꎮ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手机应用程序为消费者提供了便

捷、 高效的支付服务ꎮ 当前ꎬ 使用场景包括在线购物支付、 ( 手机) 充值、 转
账、 机票支付、 餐饮、 信用卡还款ꎮ 大多数非银行支付机构将数个银行的支付
端口整合在一起ꎬ 这 样 消 费 者 可 以 使 用 已 有 的 银 行 账 户ꎬ 使 交 易 更 为 方 便、
快捷ꎮ
(５) 为零售公司节约成本ꎮ 零售公司可使用非银行支付平台接收电子支

付ꎬ 包括可使用简单打印好的二维码收款ꎬ 避免了现金支付的成本ꎬ 以及通常
与银行卡支付工具有关的费用ꎮ
蚂蚁金服是基于支付宝这一核心平台的综合在线金融服务平台ꎮ 蚂蚁金服
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整合了阿里巴巴旗下包括支付宝、 支付宝钱包、 余额宝、
招财宝、 蚂蚁小贷以及网商银行 (４ ３ ４ 将作进一步阐述) 等在内的业务板块ꎬ
可提供包括支付、 投资和理财、 小额信贷以及保险等一系列金融服务ꎮ 相关业
务板块积累的数据也有利于蚂蚁金服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金融行为和需求、 更
好地管理风险ꎬ 以及开发创新性的、 能很好契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ꎮ
当然ꎬ 非银行支付平台也存在欺诈、 洗钱等风险隐患ꎬ 如果 “ 包容并观

察” 运用时间过长且缺乏适当监管ꎬ 则容易出现类似的问题ꎮ 互联网金融协会
发布的 « 中国互联网金融年报 (２０１６ 年) » 中援引了一个例子: 当买家在电商
平台 ( 例如淘宝) 上拍下商品后ꎬ 会收到一个欺诈的链接 ( 与真实支付页面非

常相近) ꎬ 让买家直接付款ꎮ 实际上ꎬ 该链接是模仿真实网页制作的钓鱼网站ꎮ
如果买家在钓鱼网站上填入他们的信息ꎬ 不法分子便可获得买家的账户和密码ꎮ

为解决欺诈和洗钱等问题ꎬ 促进非银行网络支付业务规范发展ꎬ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引入账户分类管理制度 ( 详见专栏 ４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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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分类管理体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 «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

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ꎮ « 管理办法» 出台的目的是将非银行
支付机构提供的支付账户进行明晰分类ꎬ 在实现普惠金融目标和实现支付
体系诚信、 安全与高效上达到平衡ꎮ 这个机制将支付账户和银行账户明确
区分开来ꎮ « 管理办法» 将非银行支付账户分为三类ꎬ 每类账户在 “ 了解
你的客户” (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ꎬ ＫＹＣ) ꎬ 以及账户可以实现的交易类别和
金额等方面有所不同ꎮ

个人支付账户
Ⅰ类支付账户

交易限额

人民币 １００, ０００ 元

人民币 ２００, ０００ 元

起累 计 不 超 过 １, ０００ 元

交易年累计不超过 １０ 万元

年累计不超过 ２０ 万元 ( 不包括

[ 余额付款交易自账户开立

同名银行账户转账) ]

息验证要求

人同名银行账户转账) ]

名银行账 户 转 账) 或 其 他

名银行账 户 转 账) 或 其 他

支付机构与 客 户 通 过 协 议

支付机 构与 客 户 通 过 协 议

自主 约 定 的 金 额ꎬ 取 决 于

自主 约 定 的 金 额ꎬ 取 决 于

支付机构交 易 验 证 方 式 的

支付机 构交 易 验 证 方 式 的

安全级别

安全级别

一个合法安 全 的 外 部 渠 道
进行 身 份 基 本 信 息 验 证ꎬ
且为首次在 本 机 构 开 立 支
付账户的个人客户

功能

(不包括支付账户向客户本
１, ０００ 元、 ５, ０００ 元 ( 不包

以非面对面 方 式 通 过 至 少
身份基本信

[所有支付账户的余额付款

１, ０００ 元、 ５, ０００ 元 ( 不包
括支付账户 向 客 户 本 人 同

限额

Ⅲ类支付账户 ( 全功能)

人民币 １, ０００ 元

( 包括支付账户向客户本人

单日累计

Ⅱ类支付账户

括支付 账户 向 客 户 本 人 同

支付机 构自 主 或 委 托 合 作
机构以 面对 面 方 式 核 实 身
份ꎬ 或以 非 面 对 面 方 式 通
过至少 三个 合 法 安 全 的 外
部渠道 进行 身 份 基 本 信 息
多重交叉验证

账户余额仅 可 用 于 消 费 和

账户余 额仅 可 用 于 消 费 和

转账

转账

[ 所有支付账户的余额付款交易
支付账户向客户本人同名银 行
账户转账) ]
１, ０００ 元、 ５, ０００ 元 ( 不包括支

付账户向客户本人同名银行 账
户转账) 或其他支付机构与 客
户通 过 协 议 自 主 约 定 的 金 额ꎬ
取决于支付机构交易验证方 式
的安全级别

支付机构自主或委托合作机 构
以面对面方式核实身 份ꎬ 或以
非面对面方式通过至少五个 合
法安全的外部渠道进行身份 基
本信息多重交叉验证
账户余额可以用于消 费、 转账
以及 购 买 投 资 理 财 等 金 融 类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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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出的账户限制可根据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的评价进行调整ꎮ
例如ꎬ 对评定为 “ Ａ” 类且Ⅱ类、 Ⅲ类支付账户实名比例超过 ９５％ 的支付
机构ꎬ 可以采用能够切实落实实名制要求的其他客户身份核实方法ꎬ 经法
人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评估认可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后实施ꎮ
大约在同一时间ꎬ 人民银行还另外出台了有关银行账户分类管理的规定ꎬ
在专栏 ４ ７ 中将详细介绍ꎮ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４ ３ ２

个体网络借贷

个体网络借贷 ( 即 Ｐ２Ｐ 网络借贷ꎬ 简称 “ Ｐ２Ｐ 网贷” ) 是指个体和个体之

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ꎮ Ｐ２Ｐ 网贷平台通常对借款人的资质、 信用
情况开展尽职调查ꎬ 经过调查筛选ꎬ 选出违约风险较低的借款人ꎬ 推荐给希望
出借资金的投资者ꎮ 根据有关规定ꎬ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 即通称的 “ Ｐ２Ｐ

网贷平台” ) 本质是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ꎬ 因为它们是为借款人和出借人实
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 信息公布、 资信评估、 信息交互、 借贷撮合等服务
的机构ꎮ 因此ꎬ Ｐ２Ｐ 网贷平台不得吸收公众存款、 不得归集资金设立资金池、
不得自身为出借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ꎮ 由于缺乏全面的信用信息ꎬ 一些 Ｐ２Ｐ

网贷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 Ｏ２Ｏ 模式) ꎬ 线下团队负责评估潜在借
款人并进行风险控制ꎮ 拍拍贷是一个典型的线上平台ꎬ 宜信和人人贷则采用了
Ｏ２Ｏ 模式ꎮ

近年来ꎬ Ｐ２Ｐ 网络借贷在中国迅速兴起ꎬ 涌现出包括拍拍贷、 人人贷、 陆

金所、 宜信、 红岭创投等 ( 详见表 ４ ９) 在内的众多 Ｐ２Ｐ 网络借贷平台ꎮ 与其
他国家不同的是ꎬ 中国的 Ｐ２Ｐ 网贷平台上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个人投资者ꎬ 而非
机构投资者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运营的 Ｐ２Ｐ 网贷平台有 ２, ４４８ 家ꎬ 比 ２０１５ 年末
有所减 少 ( 详 见 表 ４ １０ ) ꎮ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 末ꎬ Ｐ２Ｐ 网 贷 行 业 总 体 贷 款 余 额 达

８, １６２ ２亿元ꎬ 相当于中国存款类金融机构住户贷款余额的 ４ ３％ 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网贷成交量达到了 ２０, ６３９ 亿元ꎬ 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１１０％ ꎬ 网贷行业总体收益率



来源: 银监会及其他相关部委 (２０１６) ꎮ

来源: 网贷之家 ( ｗｗｗ ｗｄｚｊ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ｙａｎｊｉｕ / ５１８２７ ｈｔｍｌ) ꎮ 网贷之家是中国 Ｐ２Ｐ 网贷行业门户网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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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０ ５％ ꎬ 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２８４ 个基点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网贷行业借款平均到期时

间为 ７ ９ 个月ꎻ 网贷行业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分别达 １, ３７５ 万人和 ８７６ 万人ꎬ
较 ２０１５ 年分别增加 １３５％ 和 ２０７％ ꎮ
表 ４ ９

主要 Ｐ２Ｐ 网贷平台概览

关键指标

拍拍贷

人人贷

宜信

陆金所

上线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关联公司

拍拍贷

人人贷

宜信

投资者数量 ( 人)

２４０, ０００

３１９, ９２５

４２０, ５８４

７,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６８７

４６２, ４５３

借款者数量( 人)
借贷笔数( 笔)
借贷总额 ( 十亿元)

３, ３８０, ０００

３３３, ９６５

１９ ９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５４６, ７６７

３８６, ６３４

１１ ２

９０３, ８３６
—

３３ ８

８７ ３

资料来源: 相关公司ꎬ ２０１６ 年数据ꎮ

表 ４ １０

Ｐ２Ｐ 网贷行业发展情况

关键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平台数量 ( 个)

５０

２００

８００

１, ５７５

２, ５９５

２, ４４８

—

—

１５

６３

２８５

８７６

投资者数量 ( 万人)
借款人数量 ( 万人)
年交易额 ( 十亿元)
平均收益率 ( ％ )

平均到期时间 ( 月)

—

—

２５

１１６

５８６

１, ３７５

３ １

２１ ２

１０５ ８

２５２ ８

９８２ ３

２, ０６３ ９

—

６ ０

４ ７

６ １

６ ８

７ ９

—

１９ １

２１ ３

１７ ９

１３ ３

１０ ５

资料来源: 网贷之家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ꎮ

Ｐ２Ｐ 网络借贷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原因如下: 第一ꎬ 早期的金融抑制 ( 如利

率上限) 限制了闲散资金的投资渠道ꎬ 潜在资金需求者较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
得贷款ꎬ 同时散户投资者的投资机会受限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Ｐ２Ｐ 网贷平台的出
现为那些得不到金融体系服务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了急需的替代资金来源ꎬ 也为
散户投资者提供了更高的收益率ꎮ 第二ꎬ 灵活的监管政策降低了 Ｐ２Ｐ 网络借贷
平台的准入壁垒ꎬ 为其发展提供了机会ꎮ 金融管理部门最初采取 “ 包容并观
察” 策略ꎬ 对 Ｐ２Ｐ 网贷平台密切观察并适时规范ꎬ 为 Ｐ２Ｐ 网贷平台快速发展创
造了空间ꎮ 第三ꎬ 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应用ꎬ 极大地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
称性ꎬ 降低了投资者和借款人的匹配成本ꎬ 从而大幅降低了 Ｐ２Ｐ 网络借贷交易


来源: 网贷之家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ｄｚｊ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ａｏｇａｏ / ２５５５５ ｈｔｍｌ) ꎮ

６９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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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ꎮ
随着 Ｐ２Ｐ 网贷行业的不断发展ꎬ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认为对 Ｐ２Ｐ 网贷行业的

监管从 “ 包容并观察” 转向更积极的监管措施更为合适 ( 将在 ５ ４ 及 ６ ４ 作进
一步讨论) ꎮ 中国第一家线上 Ｐ２Ｐ 网贷公司拍拍贷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ꎮ 与其他国家
类似ꎬ 在初始阶段ꎬ 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 Ｐ２Ｐ 网贷行业的
市场规模约为 １３ ７ 亿元ꎬ 大约有 １５ 家平台连接着投资者和借款人ꎬ 但并未专
门出台针对 Ｐ２Ｐ 网贷的法规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银监会发布的 « 关于人人贷有关
风险提示的通知» 提到了洗钱和欺诈等风险ꎬ 但并没有明确任何监管 Ｐ２Ｐ 网贷
平台的具体规定ꎮ 事实上ꎬ 许多网贷平台已背离了作为信息中介的初衷ꎬ 异化
为信用中介ꎬ 违规进行担保增信、 设立资金池等行为ꎬ 还有一些 Ｐ２Ｐ 网贷平台
更是明目张胆进行欺诈ꎮ ｅ 租宝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ꎬ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被关
闭ꎮ 监管部门发现 ｅ 租宝此前一直在运营庞氏骗局ꎬ 在这个骗局中ꎬ ｅ 租宝向将
近一百万投资者出售了欺诈性投资产品ꎮ 这些行为产生了金融风险ꎬ 严重损
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ꎬ 也给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危害ꎮ
为改革和规范网贷行业ꎬ 促进该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银

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了 « 网络
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 以下简称 « 暂行办法» ) ꎮ « 暂行办
法» 强调了 Ｐ２Ｐ 网络借贷平台作为信息中介的定位ꎬ 规定了禁止从事的各类活
动ꎬ 还规定了 Ｐ２Ｐ 网络借贷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ꎬ 明确了借贷双方义
务ꎬ 确定了各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的监管协调机制ꎮ 同时ꎬ « 暂行办法» 还涵盖
了信息披露要求、 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 避免信贷风险集中等各项保护消费者
的措施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因欺诈行为而关闭的 Ｐ２Ｐ 网贷平台达 １, １７１ 家ꎬ 仅

２０１５ 年当年就有 ８０４ 家ꎮ 虽然监管部门从 “ 包容并观察” 转向 “ 采取切实的
措施” 看起来较为及时并有效 ( 详见专栏 ４ ６) ꎬ 但该行业的后续发展还有待
观察ꎮ




来源: 网贷之家ꎮ

来源: “２６ 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Ｐ２Ｐ ｆｒａｕ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７￣０４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１２

５７２９ ｈｔｍꎮ


如吸收公众存款、 设立资金池、 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保息、 发售理财等金融产品、 开展类资产证券化等



互联网金融协会ꎬ « 中国互联网金融年报 (２０１６ 年) » ꎮ

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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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经国务院批准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 １６ 个部门联合开展

了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行动ꎬ 此举旨在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
展ꎮ 专项行动的目的就是要转变和纠正某些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不当行为ꎬ
对假借创新之名行违法违规活动之实的机构予以清理整顿并设立明确的行
业标准ꎬ 对开展有益创新和依法经营的机构提供支持和保护ꎬ 引导互联网
金融行业创新步入正轨ꎬ 明确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并强化协作ꎬ 同时
兼顾短期和长期目标ꎮ
«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指出ꎬ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
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 Ｐ２Ｐ 网络借贷、 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和广告等方

面ꎮ 同时ꎬ 专项行动明确指出ꎬ 整治要在严格准入管理、 强化资金监测、
建立举报和 “ 重奖重罚” 制度、 加大整治不正当竞争工作力度、 加强内控
管理、 用好技术手段等方面下功夫ꎬ 以提高整治效果ꎮ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ꎬ 强调要 “ 加强
组织协调ꎬ 落实主体责任” ꎮ 通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ꎬ 发现问题ꎬ 解
决问题ꎬ 协同监管ꎬ 边整边改ꎬ 标本兼治ꎬ 最终建立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
可靠发展的长效机制ꎮ
资料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ꎮ

４ ３ ３

网络小额贷款

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ꎬ 利用互联网向
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ꎮ 网络小额贷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 为网店经营者提供融资服务ꎮ 如蚂蚁金服在 ２０１０ 年试运行对淘宝店主

提供贷款ꎮ 许多淘宝店主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ꎬ 蚂蚁金服于是上线了淘宝信用
贷ꎮ 基于网购者在支付宝和淘宝上给店主的评价ꎬ 淘宝对店主授信评分ꎬ 信用
合格的店主可从支付宝上直接获得贷款ꎬ 贷款过程方便、 快捷ꎮ 这些贷款对促
进在线交易的第三方存管制度有很强的推动作用ꎬ 在等待货款到达期间ꎬ 店主

７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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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这些贷款满足短期资金需求ꎮ
(２) 为网购者提供小额贷款ꎮ 如 “ 蚂蚁花呗” ꎬ 这是一个服务网购消费者

的金融产品ꎮ 网购者可通过购物页面的支付链接ꎬ 直接在线申请融资ꎬ 蚂蚁金
服则通过大数据对融资申请者的信用进行评估ꎬ 从而提高贷款发放速度ꎮ
(３) 给农户提供小额贷款ꎮ 利用互联网和移动平台发放的小额贷款可以帮

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融资问题ꎬ 例如蚂蚁金服 ( 通过蚂蚁小贷) 和京东 ( 通过
京东小贷) 两家互联网企业也向农村地区提供服务ꎮ 在这种模式中ꎬ 给农民提
供的贷款通常被用于购买种子、 化肥和其他生产投入ꎮ 生产出的商品要求在淘
宝或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售卖ꎬ 产生的收益将用以偿还贷款ꎮ
网络小额贷款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原因如下: 一是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ꎬ
使得人们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小额贷款操作ꎬ 降低了小额贷款的发放成本ꎻ
二是电商的发展衍生出了网络小贷的新型需求主体ꎬ 如网购者、 网店店主等ꎻ
三是电商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ꎬ 为相关机构提供了获取数据的新来源ꎬ 可
用于评价潜在借款者的支付能力ꎮ 例如ꎬ 与电商平台相关的出借方可根据借款
人的网店交易记录来评价其信用情况ꎮ 这些因素降低了小额贷款的发放成本ꎬ
提高了发放效率ꎬ 使得用户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取小额贷款ꎮ
但是ꎬ 从事网络小额贷款的公司数量还比较有限ꎬ 其贷款发放对象也往往
限于与其有关联的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个人和小微企业ꎬ 并且ꎬ 其运用信息技术
和交易数据开展的线上贷款业务时间还不够长ꎬ 尚需经过时间检验ꎮ

４ ３ ４

互联网银行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ꎬ 许多互联网企业在电子商务、 第三方支付等领域取
得了成功ꎬ 在这些领域积累了客户基础、 交易数据以及相关经验ꎮ 这些企业认
识到了这些特性给自身带来的竞争优势ꎬ 进而进入了互联网银行领域ꎮ 目前ꎬ
中国成立了三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 网商银行和新网银行ꎬ 微众银行和
网商银行于 ２０１４ 年从银监会取得商业银行牌照ꎬ 新网银行则于 ２０１６ 年取得牌

照 ( 详见表 ４ １１) ꎮ 微众银行、 网商银行等纯互联网银行没有网点和柜台服务ꎬ
主要利用技术和数据ꎬ 而非线下资源ꎬ 重点向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信贷产品ꎮ
比如ꎬ 网商银行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其母公司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中的网店ꎬ
网商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并作出信贷决策ꎮ 微众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推出了自己的无担保小额贷款 ( 微粒贷) 和微型汽车贷款 ( 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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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产品ꎮ 对于微粒贷ꎬ 微众银行用户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物的情况下最多可借
款 ２０ 万元ꎮ
表 ４ １１

互联网银行概览

关键指标

微众银行

网商银行

新网银行

成立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主要股东

腾讯集团

蚂蚁金服

新希望集团

总资产 ( 十亿元)

５２

６１ ５

５

３０ ８

３４

存款余额 ( 十亿元)
贷款余额 ( 十亿元)
未偿还贷款总笔数 ( 百万笔)
笔均贷款规模 ( 元)

２３ １
７

４, ３６８

２３ ２

０ ６

—

１

—

４

２, ５５０

资料来源: 公司数据ꎮ 微众银行、 网商银行数据为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数据ꎬ 新网银行数据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末
数据ꎮ

虽然银行牌照允许其吸收存款ꎬ 但是根据 ２０１５ 年推出的账户分类管理规定

(详见专栏 ４ ７) ꎬ 运用远程验证身份开设全功能账户 ( 比如可以接受现金存款)

仍受到限制ꎮ 互联网银行可开设Ⅱ类账户和Ⅲ类账户ꎬ 但是这些账户必须和已
有的全功能Ⅰ类银行账户 ( 由传统银行开设) 相关联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微众银行管理贷款余额达 ５７２ 亿元ꎬ 其中本行贷款余额

３０８ 亿元 ( 同比增长 ６９７％ ) ꎬ 合作银行贷款余额 ２６４ 亿元ꎬ 这些贷款全部贷给
了个人消费者ꎮ 无担保小额消费信贷 ( 微粒贷) 贷款余额 ２５２ 亿元ꎬ 占本行贷
款余额的 ８２％ ꎻ 微型汽车贷款 ( 微车贷) 贷款余额 ５５ 亿元ꎬ 占本行贷款余额
的 １８％ ꎮ 网商银行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网商银行小微企业
( 含个人经营性) 贷款余额 ２８７ 亿元ꎮ

互联网银行的商业模式仍在不断演化ꎬ 当前的参与者们已呈现出一些共同

特点ꎮ 纯互联网银行背靠实力雄厚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ꎬ 具有处理海量信息流
量和线上交易的能力ꎮ 纯互联网模式使得这类互联网银行能将交易成本最小化ꎬ
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信用状况和消费行为ꎮ 互联网银行拥有大量的数据
和功能强大的分析工具ꎬ 但同时受到资金约束 ( 比如缺乏存款) ꎬ 因此互联网
银行强化与传统银行的合作并将其纳入运营模式中ꎮ 通过合作ꎬ 互联网银行将
潜在借款者与传统银行连接起来ꎬ 为传统银行提供这些消费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授信和借款等基本情况ꎮ 在上述合作中ꎬ 发放贷款产生的客户资源及收益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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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银行和传统银行共享ꎮ



专栏 ４ ７






银行账户分类管理体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人民银行发布了 « 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

户管理的通知» 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银行又发布了 « 关于落实个人银行账
户分类管理制度的通知» 对其进行补充ꎮ 这些通知出台的目的是对银行账
户进行明晰分类ꎬ 在实现普惠金融目标和实现支付体系诚信、 安全与高效
运行上达到平衡ꎮ « 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 将
银行账户分为三类ꎬ 每一类账户需要满足各自不同的 “ 了解你的客户”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要求ꎬ 使用不同类型账户可进行的交易类型和额度也
不同ꎮ « 关于落实个人银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的通知» 则要求ꎬ 为防止欺
诈行为ꎬ 每一个银行账户需对应一个唯一的身份证件号码ꎬ 且与唯一的手
机号绑定ꎮ
个人银行账户分类管理简表
特点

Ⅲ类账户

Ⅱ类账户

Ⅲ类户账户 余 额 不 得 超 过

对银行 账户 余 额 无 特 别 限

转入 日 累 计 限 额 为 ５, ０００

入资 金、 存 入 现 金 日 累 计

１, ０００元ꎻ 非绑定账户资金
交易限额

元ꎬ 年 累 计 限 额 为 １０ 万

元ꎻ 消 费 和 缴 费 支 付、 向
非绑定 账 户 转 出 资 金 日 累
计限额合计为 ５, ０００ 元ꎬ 年
累计限额合计为 １０ 万元ꎮ



Ⅰ类账户 ( 全功能)

制ꎻ Ⅱ类 户 非 绑 定 账 户 转
限额合 计 为 １ 万 元ꎬ 年 累
计限额合计为 ２０ 万元ꎻ 消

无

费和 缴 费、 向 非 绑 定 账 户
转出 资 金、 取 出 现 金 日 累
计限额 合 计 为 １ 万 元ꎬ 年
累计限额合计为 ２０ 万元ꎮ

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也有类似的合作和服务协议ꎬ 比如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银行合作提供

信用评分 ( 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 ꎬ 或改善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系统 ( 如网易金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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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Ⅲ类账户

特点

• 柜 面 开 户ꎻ 自 助 机 具
身份基本
信息验证
要求

Ⅱ类账户

开户ꎮ

• 柜 面 开 户ꎻ 自 助 机 具

通过开户申 请 人 从 同 名 银

• 电子渠道开户ꎬ 银行应

柜面开户ꎻ 自助机具开户ꎬ 需银

• 电子渠道开户ꎬ 银行应

开户ꎮ

行账户向 Ⅲ 类 户 转 入 任 意

通过绑定开 户 申 请 人 的 同

行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开户申请人

名Ⅰ 类 户 或 信 用 卡 账 户ꎬ

身份信息ꎮ

金额 的 方 式 激 活 账 户ꎬ 并
确认开户申 请 人 是 同 名 银
行账户的所有人ꎮ

作为核验开 户 申 请 人 身 份
信息的手段之一ꎮ

存款、 购 买 投 资 理 财 产 品
功能

Ⅰ类账户 ( 全功能)

限额 消 费 和 缴 费、 限 额 向

等金 融 产 品、 限 额 消 费 和

非绑定账户转出资金业务ꎮ

缴费、 限 额 向 非 绑 定 账 户
转出资金业务ꎮ

存款、 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等金融
产品、 转 账、 消 费 和 缴 费 支 付、
支取现金等服务ꎮ

大约在同一时间ꎬ 中国人民银行也另外出台了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账户
分类管理的相关规定ꎬ 专栏 ４ ５ 对此进行过深入讨论ꎮ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资料ꎮ

当前运营的互联网银行与传统银行存在明显区别:
一是经营理念不同ꎮ 传统银行主要依赖自有资源开展业务ꎬ 而互联网银行
则是通过整合和运用母公司的资源进行经营ꎬ 包括从电子商务平台获取的数据
和信息ꎬ 以及在物流、 工商业活动等运营环节中产生的数据和信息ꎮ
二是客户群体不同ꎮ 互联网银行目标客户群体主要是熟悉互联网ꎬ 在电子
商务市场中活跃度较高的小微企业、 创业者和个人消费者ꎮ
三是经营渠道不同ꎮ 传统银行较为依赖物理网点ꎬ 现有电子银行业务是传
统产品的附加服务ꎬ 主要实现将传统产品在互联网上交易ꎮ 互联网银行从一开
始就采取互联网模式ꎬ 例如可实现借贷全流程数字化ꎮ
四是客户识别和评价方法不同ꎮ 传统银行主要通过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和
面对面接触等方式识别客户身份、 评价客户资信情况ꎮ 而互联网银行则主要通
过互联网技术和从母公司抓取数据的方式ꎬ 运用数据模型自动评估技术以及视
频 / 电话资信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客户识别和评价ꎮ

五是风险管理手段和技术不同ꎮ 传统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工从事风险

管理工作ꎬ 而纯互联网银行则依赖大数据和数据模型进行风险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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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 互联网银行的运营仍存在限制ꎬ 互联网银行的商业模式以及监管方
式也在不断演化ꎮ 目前ꎬ 互联网银行主要向特定消费者发放小额贷款ꎮ 由于Ⅱ
类和Ⅲ类账户在吸收存款方面受到某些限制 ( 远程开户仅支持开立Ⅱ类和Ⅲ类
账户) ꎬ 以及互联网银行没有线下网点ꎬ 互联网银行在开发除信贷产品外的一些
产品和服务以及吸收存款等方面还面临困难ꎮ 正如之前提到的ꎬ 支持开立全功
能银行账户的远程识别技术还未完全成熟ꎬ 金融管理部门要求消费者开设全功
能账户时ꎬ 必须采取面签方式ꎮ 即使是这样ꎬ 银行也在探索使用远程开户技术ꎬ
期待未来这种技术能被用于开立更高级别账户以及用于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ꎮ

４ ３ ５

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保险是中国保险行业发展的里程碑ꎮ 这些新兴的、 纯互联网的保险
公司运用新的商业模式和平台为消费者设计并提供新型互联网保险产品和服务ꎮ
传统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随后纷纷效仿ꎬ 同时也积极寻求与互联网保险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 ( 之前在 ４ １ ６ 有过论述) 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首家专业互联网保
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 ( 简称 “ 众安保险” ) 成立ꎮ 众安保险的主
要股东有蚂蚁金服、 腾讯和平安保险ꎮ 随着众安保险的设立ꎬ 其他互联网保险
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也相继设立ꎮ
互联网保险公司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交易处理、 数据存储ꎬ 相比于传统保险
公司ꎬ 互联网保险分析速度更快、 处理规模更大ꎮ 这类公司可利用大数据研发
出丰富多样的保险产品ꎬ 并运用在线处理和数字化渠道更高效、 便捷地服务消
费者ꎮ 互联网保险公司的产品以低价值、 短期化、 标准化为主ꎬ 合同条款简单ꎬ
操作流程简便ꎮ 以众安保险为例ꎬ 其上线产品主要包括与电商平台和互联网交
易直接相关的家财险、 退运险、 责任保险、 信用保证保险、 高温险、 航空延误
险等ꎮ 诚然ꎬ 并非互联网保险公司提供的所有创新型保险产品都有利于推动普
惠金融发展ꎬ 不少保险产品针对高收入消费者ꎬ 并没有给金融服务不足群体带
来真正有意义的保险保障ꎮ
中国政府在促进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颁

布并于 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ꎬ 规定了电子签名的法律
效力ꎬ 保障了各方的法定权利ꎬ 促进了在线服务和保单的交付ꎮ 前文提到的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展业准则、 交易要求和互
联网金融的禁止行为 ( 如误导性描述和失实描述) ꎬ 以促进互联网保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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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中国保监会印发 «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ꎬ 对互
联网保险发展的经营主体、 经营范围、 准入门槛等给予明确规定ꎬ 确立了中国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制度ꎬ 为此类公司的进入奠定了基础ꎮ

４ ３ ６

互联网基金理财

在 ２０１３ 年余额宝出现之前ꎬ 中国基金公司的产品线上销售较为平和ꎬ 主要

通过官方网站和第三方销售平台进行ꎮ 然而ꎬ 金融服务不足群体并不是这些基
金公司的服务重点ꎮ 基金公司公募基金的最低认购额一般为 １, ０００ 元人民币ꎬ
且基金的申购、 赎回和转换等环节都收取不同程度的手续费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成立的余额宝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ꎮ 它是一款互联网基金理

财产品ꎬ 由蚂蚁金服 ( 阿里巴巴旗下企业) 和天弘基金管理公司合作提供ꎮ 用

户可通过支付宝访问余额宝ꎬ 个人用户可免费使用支付宝随时支付和转账ꎮ
余额宝产品通过给予客户一定的投资收益ꎬ 激活了数百万个支付宝账户中的睡
眠资金 ( 这也符合 “ 余额宝” 名字的本意) ꎮ 余额宝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产品设
计和操作功能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投资门槛低ꎮ 支付宝用户只需 １ 元人民币就可以开设一个余额宝账户ꎬ

允许新的 “ 投资阶层” 进入市场ꎮ

(２) 即时提款ꎮ 余额宝可随时提现ꎬ 这与以往对投资时限有要求、 提前赎

回会收罚金的理财产品相比具有明显优势ꎮ

(３) 每日计息ꎮ 余额宝账户内的利息可逐日累计增长ꎬ 可随时查看ꎬ 账户

内的资金可通过支付宝直接用于消费ꎬ 对于消费者来说方便易得 ( 这也是支付
宝和阿里巴巴的协同效应) ꎮ

(４) 较高的投资回报率ꎮ 用户存入余额宝账户中的累积资金ꎬ 被用于购买

货币基金ꎬ 而其中的一部分资金随后以同业存款形式存入银行ꎮ 由于资金量大ꎬ
其存款利率高于普通存款利率ꎬ 加之在余额宝创设初期市场流动性紧张ꎬ 此类
存款利率相对较高ꎬ 因此余额宝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ꎮ 同时
由于运营成本低ꎬ 客户量大ꎬ 平台自身也能盈利ꎮ 余额宝在创设后不久ꎬ 最高
年化收益率曾接近 ７％ ꎮ 但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已经回落至


目前ꎬ 余额宝对客户从支付账户向银行账户转账收取费用ꎬ 但为客户保留了 ２０, ０００ 元的免费限额ꎻ 假定

向银行账户转账未超过支付账户规定的年度上限ꎬ 则客户不必付转账费ꎮ 但对客户使用手机从余额宝账户向其他
余额宝账户转账不收取费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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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以下ꎬ 同时货币市场的收益率也普遍有所下降ꎮ 另外ꎬ 对存放在商业银
行的那部分余额宝资金存款ꎬ 已经有缴纳存款准备金的要求 ( 目前存款准备金
率暂定为零) ꎮ

(５) 操作简单ꎮ 余额宝是一种简单易用的理财产品ꎮ 对于消费者特别是那

些以往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消费者而言ꎬ 余额宝的使用界面直观且易于操作ꎮ

由于这些特点ꎬ 余额宝在正式启动后不久就迅速获得了大量用户和资金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存量客户已达 １ ８５ 亿户ꎬ 基金总规模达 ５, ７９０ 亿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存量客户增长到 ３ ２５ 亿户ꎬ 基金总规模达到 ８, ０８０ 亿元ꎮ

余额宝为广大投资者参与财富管理提供了一条便捷、 可行的渠道ꎮ 余额宝

的成功表明ꎬ 在互联网时代ꎬ 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是一项巨大的、 有
待开发的、 有利可图的商业机遇ꎮ 余额宝已成为推动互联网基金理财行业快速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详见表 ４ １２) ꎮ 事实上ꎬ 在余额宝上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ꎬ
腾讯就推出了一款名为 “ 理财通” 的类似产品ꎬ 并迅速发展到拥有超过 １, ０００

万的用户ꎮ 京东 ( ＪＤ) 也推出了与京东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支付工具相连的
“ 京东小金库” ꎮ 以上这些产品可以低成本在线提供ꎬ 同时又易于扩展ꎬ 使得包
括中低收入消费者在内的用户能够更为便捷地获取和使用ꎮ 从更广泛的范畴来
看ꎬ 余额宝的成功促使整个理财行业重新审视其产品、 服务和目标市场ꎬ 开始
思考如何吸引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中低收入群体ꎬ 如何通过使用类似的数字商业
模式、 技术和渠道ꎬ 在可持续发展和可盈利的基础上更好地为其提供服务ꎮ
表 ４ １２

互联网基金理财主要产品

关键指标

余额宝

理财通

京东小金库

苏宁零钱宝

推出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关联公司

蚂蚁金服

腾讯

京东

苏宁

用户数量 ( 百万人)

３２４ ６

—

—

—

管理的资产规模 ( 十亿元)

８０８

—

—

—

数据来源: 相关公司提供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ꎮ

４ ３ ７

互联网股权众筹

成立互联网股权众筹的目的是通过在线平台为大众推介小微企业股权ꎮ 具
体来说ꎬ 是指小微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 ( 互联网网站或类似的
电子媒介) 进行的公开小额股权融资活动ꎮ 中国互联网股权众筹最初的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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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众、 投资金额小、 投资人数多ꎮ 创业者和小微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
介机构的数字平台向投资者披露业务形式、 经营管理模式、 财务状况和资金用
途等真实信息ꎮ 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通常包括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型科技项目ꎬ
这些项目处于发展早期ꎬ 正寻求种子和天使投资ꎮ 投资者可以根据融资活动风
险及其自身风险承受能力ꎬ 做出相应投资决策ꎮ 平台可以包括领投人和跟投人ꎬ
并对投资者资格作出限定ꎮ 平台费率也有所不同ꎬ 收费方式包括收取融资额一
定的百分比ꎬ 股权或增值服务费等ꎮ
近年来ꎬ 中国的股权众筹发展迅速ꎬ 很多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相继设立ꎮ 为
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ꎬ 有关部门发布了监管规则和指引来规范市场发展ꎮ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 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 ( 试行)

( 征求意见稿) » 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
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ꎬ 中国所有的股权众筹融资平台仅限于
合格投资者ꎬ 不对普通公众开放ꎬ 并对投资者总人数设有上限ꎮ

互联网股权众筹在中国有着较大的增长潜力ꎬ 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
需求ꎮ 一方面中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导致小微企业缺乏合适的融资产品和充分
的融资渠道ꎬ 而且融资成本高ꎬ 特别是对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而言ꎬ 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尤为突出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中国私人财富的增加ꎬ 金融消费者越
来越愿意参与股权投资ꎬ 以获取高于储蓄利率的投资收益ꎮ 在信息技术进步的
推动下ꎬ 私募股权融资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ꎮ
然而ꎬ 对股权众筹设置的较高投资者门槛 ( 出于保护消费者的目的) ꎬ 以

及对投资者数量方面的限制ꎬ 会影响到其在普惠金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股权
众筹也未能在投资者中获得广泛吸引力ꎬ 部分原因是由于对这种平台缺乏明晰
的监管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对
于互联网金融监管责任的分工ꎬ 中国证监会负责制定互联网股权众筹的监管规
则ꎮ 可以预计ꎬ 未来的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监管规则将有助于此类平台的运营ꎬ
使其对投资者来说更安全可靠ꎬ 同时也更有利于企业筹资ꎮ

４ ３ ８

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公司对普惠金融的贡献及面临的挑战

数字金融 ( 包括金融科技公司) 在中国发展迅速ꎬ 其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

其仍面临的挑战可从第二章中普惠金融四要素之视角来考虑ꎬ 即: 可得性、 多
样且适当的产品、 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安全与责任ꎮ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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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
第二章阐明ꎬ 数字金融的出现使消费者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减少ꎬ 消费者能
够使用手机、 电脑和其他个人设备来获取和使用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通过
这种方式ꎬ 数字金融提供商可弥补金融服务的不足ꎬ 为以前传统金融服务机构
所忽视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ꎬ 如农民、 小微企业、 低收入者和生活在偏远地区
和农村的人群ꎮ 例如ꎬ 非银行支付机构不仅向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商店和小微企业
提供支付服务ꎬ 还为本来难以获得这些服务的农村和偏远地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
支付渠道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底ꎬ 支付宝农村市场用户达 １ ６３ 亿ꎮ 农民可同样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ꎬ 而非实体营业网点ꎬ 来满足日常生产和消费中的小额融资需求ꎮ

即便如此ꎬ “ 最后一公里” 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主要是老年人以及居住

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人———仍难以享受到数字金融服务ꎮ 数字金融
模式能够有效降低 “ 可得性障碍” ꎬ 但或许不能在中国将其完全消除ꎬ 仍然需

要采用其它相应的替代方法 ( 包括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及代理机构) ꎮ 此外ꎬ
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ꎮ
多样且适当的产品
数字金融有助于提高便利性ꎬ 提升可负担性ꎬ 以及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设
计更好的产品ꎮ 中国支付的数字化展示了技术驱动的产品创新是如何促进普惠
金融发展的ꎮ 随着可靠而高效的数字支付产品大量涌现ꎬ 消费者现在可以享受
到随时随地支付的便利ꎮ 移动支付为购物、 缴纳公用服务费用、 银行账户查询、
支付交通费、 转账、 购买理财产品和其他交易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ꎮ 数字支付
改变了人们的金融交易行为ꎬ 例如对许多消费者而言ꎬ 数字支付已经取代了现
金交易ꎮ 此外ꎬ 由于使用数字支付ꎬ 大量交易被记录下来ꎬ 金融科技公司从而
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收集和分析这些海量数据ꎬ 以更精准地为消
费者设计和提供一系列成本低、 可获得性高的金融产品与服务ꎮ
得益于 “ 蚂蚁花呗” 等在线信用贷款服务ꎬ 以往服务不足的群体可拥有更

便捷的融资渠道获得消费贷款ꎮ 通过网络借贷、 基于网络的供应链金融ꎬ 一些
网店店主、 小微企业获得了经营过程中急需的贷款ꎬ 这些贷款是帮助其拓展生
意的关键ꎬ 但往往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ꎮ
Ｐ２Ｐ 网络借贷、 股权众筹平台的出现不仅为拥有闲置资金的个人提供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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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资产收益的机会ꎬ 而且也解决了个人和小微企业开展业务所面临的融资困难ꎮ
数字化商业模式使得提供商能够提供更多低成本、 创新性和个性化的产品ꎬ 如
基于互联网的保险产品和基金理财产品ꎮ
产品设计和运营过程中的创新产生了广泛、 积极的影响ꎬ 降低了机构的经
营成本ꎬ 提高了有效服务更多客户的能力ꎬ 并扩大了产品的可适用范围ꎮ
但是ꎬ 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金融产品都有利于消费者的福祉ꎬ 或适合金融服
务不足的群体的需要ꎮ 例如ꎬ 通过手机直接主动推销给消费者的数字化信贷产
品会带来过度信贷风险ꎮ 这就需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ꎬ 以应对与产品适
当性等有关的数字金融风险 ( 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ꎮ
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金融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ꎬ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政府补贴
和干预ꎮ 金融科技公司不仅通过市场导向和商业可行的方法取得了成功ꎬ 而且
还为金融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提供了 “ 示范效应” ꎮ 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对中
国传统金融机构造成了冲击ꎬ 促使其加强创新ꎬ 采用数字金融的方法ꎬ 并开始
在此前服务供给不足的市场领域开展竞争ꎮ 因此ꎬ 中国的数字金融并非只局限
于数字金融提供商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ꎬ 传统金融机构也以更高效、 数字
化的方式ꎬ 创新更多的产品ꎬ 为新的客户群体提供服务ꎮ 此外ꎬ 其他类型的金
融科技公司在中国大量涌现ꎬ 利用上文提到的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提供信用评
分、 风险管理和其他对传统金融机构有价值的服务ꎬ 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积
极影响ꎮ 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够使双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ꎬ
因为双方既在技术、 分析效率方面互补ꎬ 又在信誉、 风险管理、 金融产品知识
等方面相互助益ꎬ 双方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ꎮ
安全与责任
需要重点注意的是数字金融也会带来风险ꎮ 鉴于金融科技带来的新型风险ꎬ
某些金融科技公司的作法ꎬ 以及仍不完善的监管框架ꎬ 消费者可能面临一系列
风险ꎬ 如资金损失、 数据泄露、 虚假宣传、 欺诈、 洗钱等ꎮ 实际上ꎬ 金融科技
的本质仍然是金融ꎬ 包括了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特性ꎮ 此外ꎬ 与传统金融相比ꎬ
金融科技的风险更具隐蔽性、 传染性和广泛性ꎮ 一般来说ꎬ 金融科技公司侵犯
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比正规传统金融机构更多ꎬ 侵权行为性质更为严重ꎬ 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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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显现了 “ 包容并观察” 方式的弊端ꎮ 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ꎬ 金融科技
市场的进入门槛低ꎬ 在市场上运营的金融科技公司良莠不齐ꎮ 因此ꎬ 数字金融
领域存在很多潜在风险ꎬ 最近也发生了许多侵害消费者的案件ꎮ
例如ꎬ 客户资金未进行第三方存管ꎬ 客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盗取或出售ꎬ
侵犯了他们的隐私ꎮ 有的 Ｐ２Ｐ 网贷平台的经营行为已超出了信息中介的范围ꎬ
如非法建立资金池、 为贷款人提供担保甚至提供贷款ꎮ 有的金融科技公司有意
夸大产品收益或隐瞒产品风险ꎮ 也有的金融科技公司进行欺诈ꎬ 给投资者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ꎬ 侵害了弱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ꎮ
金融科技ꎬ 或者更广义上来讲数字金融ꎬ 要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教育方
面采用新的方法ꎮ 应建立行之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ꎬ 来消除数字金融交
易对消费者构成的潜在威胁ꎮ 同时ꎬ 亟需加强消费者教育ꎬ 提高消费者了解和
使用数字技术的金融技能ꎬ 以便获取合适的产品与服务ꎮ
此外ꎬ 还需进一步健全监管数字金融提供者的法律法规、 制度和监管实践ꎮ
数字金融相对较新ꎬ 没有可借鉴的先例ꎮ 为了促进数字金融发展ꎬ 中国政府对
数字技术和金融的融合、 对金融科技公司进入市场持相对开放态度ꎮ 然而ꎬ 为
确保金融科技能够朝着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可持续发展ꎬ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也
日益认识到为新兴商业模式建立全面、 适度的法律框架ꎬ 并确立明晰的标准ꎬ
非常有必要ꎮ 现阶段ꎬ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已经自觉地从 “ 包容并观察” 的监管

方式转向更积极的监管并取得了进展ꎬ 但是金融科技的监管规则仍有待完善ꎬ
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 详见专栏 ４ ８) ꎮ

总体而言ꎬ 数字金融 ( 包括金融科技提供者) 为促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ꎬ 同时也丰富了全球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ꎮ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利
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ꎬ 服务于被传统金融机构所忽视的群体或无法
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ꎬ 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ꎬ 提供创新性和低成本的金
融产品与服务ꎬ 以及丰富金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ꎬ 对促进中国金融的 “ 草根
化” 发挥了多重作用ꎮ 然而ꎬ 如何确保金融科技公司安全有效地促进中国普惠
金融目标的实现ꎬ 仍然是摆在市场参与者和政府有关部门面前的重大挑战 ( 在
第五章将进一步论述) ꎮ


关于数字金融ꎬ 这些原则应被认真论证ꎬ 并加以平衡ꎮ 对这些原则的进一步论述参见 « Ｇ２０ 数字普惠金

融高级原则» ( 专栏 ６ 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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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发布了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 ( 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ꎮ 这份 « 指导意见» 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十
个部委联合发布ꎬ 是自 ２０１３ 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增长以来ꎬ 中国在互联网金
融监管领域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ꎮ

« 指导意见» 阐述了主要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的定义ꎬ 提出了一系列
措施和目标: 一是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 产品和服务创新ꎻ 二是鼓励
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相互合作ꎻ 三是拓宽互联网金融企业融资渠道ꎻ
四是坚持简政放权ꎬ 提供优质服务ꎻ 五是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ꎻ 六推
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ꎬ 培育配套服务体系ꎮ
« 指导意见» 明确了不同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责任ꎬ 其
中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ꎬ 网络借贷、 互联网信托以及
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由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ꎬ 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
销售业务由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ꎬ 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中国保监会负责监管ꎮ
« 指导意见» 指出了需要重点监管的领域ꎬ 包括: 客户资金安全、 信
息披露和信息透明、 消费者保护、 信息安全、 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等ꎮ
« 指导意见» 还要求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ꎬ 推动跨部门之间的监管协
调ꎬ 并加强数据和统计监测ꎮ
« 指导意见» 出台后ꎬ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非银行支付行业新规 ( « 非
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 ꎻ 中国银监会牵头起草了网络借贷
规则 ( «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 ꎻ 中国保监会也
出台了 «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ꎻ 中国证监会在抓紧制定与其职
责相关的实施办法ꎮ 此外ꎬ 作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组织ꎬ 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成立ꎮ 该协会有 ４００ 多家成员ꎬ 其中包括了一些
主要的金融科技公司ꎻ 该行业协会从网络借贷的信息披露指南入手ꎬ 正在
制定一系列自律准则ꎮ
资料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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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中国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在过去 １５ 年中ꎬ 中国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这一节

描述了完善普惠金融政策、 法律法规、 监管环境的关键作法ꎬ 同时也介绍了重
要的金融基础设施ꎮ

４ ４ １

普惠金融政策和监管环境

中国政府积极采取货币信贷政策、 税收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促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这些政策的目标是鼓励市场化运作ꎬ 降低金融服务提供
者服务目标群体的运营成本ꎬ 鼓励其利用技术和金融基础设施获取新的客户群
体ꎬ 促使其开发符合目标群体需求的精心设计的金融产品ꎮ
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货币信贷政策
近年来ꎬ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 再贷款、 再贴现等一系列
政策ꎬ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 “ 三农” 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底ꎬ 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 １２％ ꎬ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 村
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 ９％ ꎬ 分别比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低 ５ 个和 ８

个百分点ꎮ 上述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中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达到一定比例的ꎬ 其存
款准备金率还可以再降一个百分点ꎮ 此外ꎬ 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 “ 三农” 和
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ꎬ 也可享受较同类机构更低的存款准备
金率ꎮ 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人民银行决定ꎬ 从

２０１８ 年起ꎬ 对符合宏观审慎经营标准ꎬ 且向普惠金融对象贷款 ( 包括单户授信
小于 ５００ 万元的微型企业贷款等 ８ 类贷款) 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
降准政策ꎮ

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ꎬ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金融服务不足
群体的信贷投放力度ꎬ 这包括 “ 三农” 、 小微企业和贫困人口ꎮ 金融机构向这
些群体提供的服务越多ꎬ 就能够更多地享受到这些政策ꎮ 为支持金融机构提供
支农、 支小、 扶贫贷款ꎬ 人民银行 ２０１６ 年累计发放再贷款 ４, ３９０ 亿元ꎬ ２０１６ 年

末再贷款余额为 ３, ７５０ 亿元ꎻ 人民银行 ２０１６ 年累计办理再贴现 ３, ８１０ 亿元ꎬ

２０１６ 年末再贴现余额 １, １７０ 亿元ꎮ

第四章

中国普惠金融经验

同时ꎬ 中国人民银行稳步推进农村 “ 两权” (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

民住房财产权) 抵押试点工作ꎬ 鼓励中小企业利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ꎬ
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券ꎬ 督促金融机
构做好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 少数民族群众、 残疾人和其他群体的民生金融服
务ꎮ 这些举措有效提高了对 “ 三农” 、 小微企业和其他普惠金融重要目标群体
的金融服务水平ꎮ



专栏 ４ ９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国务院印发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 ( 以下简称 « 规划» ) ꎮ « 规划» 将普惠金融定义为: “ 立足机会
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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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并进一步指出ꎬ “ 小微企业、 农
民、 城镇低收入人群、 贫困人群和残疾人、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
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ꎮ”
« 规划» 指出ꎬ 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ꎬ 包括
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 ( 如缺乏适合普惠金融目标群体的金融产品ꎬ 市场上
一些金融产品并不一定适合这些群体的需要) ꎬ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
强ꎬ 普惠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升等ꎮ
« 规划» 明确了中国普惠金融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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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ꎬ 明显增强
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ꎬ 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满意度ꎻ 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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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 规划» 明确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举措ꎬ 包括: 健全多元化广覆
盖的机构体系ꎻ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ꎻ 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ꎻ
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ꎻ 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ꎻ 加强普惠金融教
育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ꎮ
« 规划» 还指出ꎬ 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ꎬ 尊重市场规律ꎬ 使
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ꎻ 更好发挥政府在统筹规划、 组织
协调、 均衡布局、 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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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税政策ꎬ 通过市场化途径作用于不同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ꎬ 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ꎮ 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政策:
(１) 农业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ꎮ

中央支持地方设立风险补偿基金ꎬ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和小微企业的
贷款投放力度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ꎬ 中国建设银行推出了一
项创新性金融产品ꎬ 即地方政府与建行共同筛选企业组建 “ 小微企业池” ꎬ 由
地方政府和小微企业成员注入资金建立 “ 助保金池” ꎮ 建行按照风险补偿金 １０

倍左右的金额向小微企业成员发放贷款ꎬ 并支持随借随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ꎮ

(２) 支持地方普惠金融发展的专项资金ꎮ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落实针对提高贫困户信贷可得性的指导意见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了 « 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 ꎮ 之后ꎬ 国务院扶贫办、 财政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出台
« 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 ꎮ 为确保贫困户能够获取适合的金融
产品ꎬ 这两个指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无担保贷款ꎻ 支持地方政府安排风险
补偿资金ꎬ 并对贫困人口给予利息补贴ꎻ 支持推广小额信贷保险ꎬ 分散贷款
风险ꎮ
为鼓励地方政府发展普惠金融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财政部印发了 « 普惠金融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ꎮ 该办法明确由中央财政提供专项资金ꎬ 支持和引导地方
政府、 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进入普惠金融领域ꎬ 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ꎮ 专
项资金主要有以下用途: 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ꎻ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
费用补贴ꎻ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政府开始推进金融机构 ( 尤其是县域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增量奖

励试点工作ꎮ 近年来ꎬ 随着试点范围不断扩大ꎬ 试点项目现已覆盖中国 ２５ 个省
份ꎬ 其中主要是粮食生产区和中西部地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拨付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共计 １６７ 亿元ꎬ 由地方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
励等资金使用方向间统筹使用ꎬ 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ꎮ

另外ꎬ 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企业创业贷款担保基金ꎬ 金融机构向符合
条件的创业者发放担保贷款ꎬ 支持个人创业或扩大就业ꎮ 财政资金对这类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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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息给予补贴ꎮ
(３) 鼓励和支持政府担保机构发展ꎮ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担保机构的发展ꎬ 旨在提升金融对目标群体的普
惠性ꎮ 许多地方政府已建立政府担保机构以分担金融机构承担的信用风险ꎮ 例
如ꎬ 在浙江省ꎬ 政府担保机构可对初创期、 成长期科技企业的融资行为ꎬ 按投
资额的 ５０％ 、 最高不超过 １, ０００ 万元的标准给予担保ꎮ
(４) 农业保险ꎮ

保监会、 财政部、 农业部以及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农业保险ꎮ 在坚持保险公
司市场化经营的基础上ꎬ 中央、 省、 市、 县政府对承担各类自然灾害、 植物病
虫害和意外事故赔偿责任的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在六个省份开展
保费补贴试点ꎬ 试点项目提供了约 ２０ 亿元的保费补贴ꎬ 涵盖了 ５ 个险种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保监会、 财政部和农业部联合制定印发了 «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
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通知» ) ꎮ « 通知»

印发后ꎬ 新型农业保险产品保障水平提升 １５％ 至 ２０％ ꎻ 保险责任进一步扩大ꎬ
基本涵盖投保人所在领域的主要风险ꎻ 保险费率进一步降低ꎻ 理赔标准进一步
优化ꎻ 全损赔偿率平均提高 １０％ 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财政农业保费补贴区域已
覆盖全国并涵盖 １５ 个险种ꎬ 包括作物种植、 畜牧养殖、 林业等农产品ꎮ 根据收
入水平和保险标的物的不同ꎬ 农户一般缴纳保费的 １５％ 至 ３０％ ꎮ ２０１６ 年中央财
政拨付 １５８ 亿元保费补贴 ( 同比增长 ７ ５％ ) ꎬ 占全国农业保险费的 ３８％ ꎮ
(５) 税收政策ꎮ

如 ４ １ 节所述ꎬ 税收政策是中国政府用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种手段ꎮ

这些政策的目标是降低整体运营和交易成本ꎬ 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延伸分支机构
和营业网点ꎬ 扩大物理服务范围、 服务目标群体ꎬ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
业及 “ 三农” 等薄弱领域的资金支持ꎮ

为实现这些目标ꎬ 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ꎬ 曾经和现行的一

些政策措施包括:
• 对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ꎬ 免征增值税ꎮ

• 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ꎬ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ꎬ 按 ９０％ 计

入收入总额ꎮ

• 对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的贷款合同免征印花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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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政策
中国政府积极运用各种监管手段促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主要有: 差异化监管、
优惠政策、 重点扶持、 市场主体培育ꎬ 以及机制建设ꎮ
近年来ꎬ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采取了各种措施ꎬ 提高 “ 三农” 和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ꎮ 这些措施包括支持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微企
业贷款的金融债券ꎬ 在小微企业贷款的存贷比、 不良贷款率等方面实行差异化
计算和考核ꎮ 例如ꎬ 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券ꎬ 增加银
行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资金来源ꎮ 在计算小微企业业务条线的存贷比时ꎬ 与
小微企业贷款对应的金融债券可以从分子中扣除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全国有 ６６

家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债券共计 ５, ４９０ 亿元ꎮ 银监会还
允许在未对金融机构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ꎬ 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
可以高于行业不良贷款率 ２ 个百分点ꎮ 此外ꎬ 金融管理部门还允许商业银行发
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发放涉农贷款的 “ 三农” 专项金融债ꎬ 在存贷比、 不良贷
款率等方面ꎬ 实行与小微企业金融债券类似的差异化计算和考核办法ꎮ

近年来ꎬ 中国证监会采取一系列举措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ꎬ 采取各种措
施推动中小企业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ꎮ 具体包括: 完善中小企业板制度安排ꎬ
放宽创业板市场对创新型、 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ꎬ 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ꎬ 明确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服务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区域
私募股权市场的定位ꎬ 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范围ꎬ 引导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初创期或成长期的小微企业等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为鼓励农业保险健康发展ꎬ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ꎬ 国务院

出台 « 农业保险条例» ꎬ 对农业保险的经营原则、 合同规定、 经营规则等予以
明确规定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保监会制定 « 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暂行办法» ꎬ 进
一步规范农业保险经营流程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保监会指导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等 ２３ 家具有农业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和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发起组建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 ( 以下简称农共体) 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ꎬ 农
共体成员达 ３２ 家ꎬ 可提供的总承保能力达 ３, ６００ 亿元ꎮ 农共体的成立完善了农
业保险风险分担机制ꎬ 并为保险公司进一步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奠定了基础ꎮ 保
监会还建立了全国农业保险信息管理平台ꎬ 实现了全国种植业保险数据的集中ꎬ
加强了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实时监测和动态管理ꎬ 大幅提高了农业保险信息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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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ꎮ
中国保监会支持和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和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产品ꎮ 对于这
种保险产品ꎬ 因保险合同责任免除以外的原因造成农产品价格低于约定价格时ꎬ
由保险公司提供适当赔付ꎮ 因此ꎬ 农业保险承保范围不仅包含了自然风险ꎬ 也
包含了农户面对的农产品市场价格风险ꎬ 农户可从这些保险产品中获益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已有 ３３ 个省市启动或制定了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方案ꎬ 涵盖小麦、 水
稻、 生猪、 蔬菜等 ５０ 类农产品ꎬ 共有参保农户 ４０ 万户次ꎮ

近年来ꎬ 中国农业保险覆盖面显著扩大ꎮ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农业保险

承保主要农作物从 ２ ３ 亿亩 增加到 １７ ２ 亿亩ꎬ 承保农作物品种超过 ２１０ 种ꎬ
基本覆盖农、 林、 牧、 渔各个领域ꎬ 玉米、 水稻、 小麦承保覆盖率已超过其总
播种面积的 ７０％ ꎻ 已建成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 ３５ ３７ 万个ꎬ 农业保险机构乡
镇覆盖率达 ９５％ ꎬ 参保农户从 ４, ９８０ 万户次增长到 ２ ０４ 亿户次ꎮ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农业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障从 １, ７２０ 亿元增加至 ２ １６ 万亿元ꎬ 共计向
２ ４ 亿户次农户支付赔款 １, ５４４ 亿元ꎬ 积累大灾风险准备金近百亿元ꎬ 成为灾
后恢复生产和灾区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ꎮ

４ ４ ２

金融基础设施

信用基础设施和支付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ꎬ 是解
决信息不对称、 交易成本过高等阻碍普惠金融发展问题的关键ꎮ 中国在推进普
惠金融方面取得的进展ꎬ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年来在加强全国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ꎬ 尽管仍有许多工作要做ꎮ
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ꎬ 在中国建立起功能完备的、 稳健的
全国性支付体系基础设施ꎮ 中国政府重点建设与维护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基础设
施ꎬ 确保其稳健运行ꎬ 这些基础设施促进了金融机构物理网络扩张ꎬ 提高了支
付产品多样性与效率ꎬ 并促进政府对个人 ( Ｇ２Ｐ) 转移支付的数字化ꎮ 这些在
第 ４ １ ２ 节中有更详细的论述ꎮ

近年来ꎬ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ꎬ 以降低贷款人与借款人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性ꎬ 向企业与家庭提供负责任的贷款ꎮ 相关工作主要由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 ( 一家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的公共信用登记机构) 实施ꎮ 征信中心从
 １ 亩 ＝ ０ ０６６６７ 公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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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３, ０００ 家金融服务提供者处收集数据ꎬ 包括银行、 农村信用社、 小额贷款
公司、 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ꎮ 征信中心根据这些机构的查询请求
反馈信息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末ꎬ 征信系统共收录自然人 ９ ３ 亿ꎬ 其中有信贷记

录的 ４ ５ 亿ꎻ 收录企业和其他组织 ２, ４００ 万户ꎬ 其中有信贷记录的 ６６０ 万户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征信系统日均受理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３３９ 万笔ꎬ 企业信用报告
查询 ２２ 万笔ꎮ 但是ꎬ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并不从 Ｐ２Ｐ 网贷公司收集数据ꎮ

中国人民银行也认识到私人部门ꎬ 特别是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ꎬ 在完善中

国信用基础设施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初ꎬ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 ８ 家公司
( 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和平安旗下的公司) 做好申请个人征信牌照的准备ꎬ 准
备期为 ６ 个月ꎮ 然而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中ꎬ 政策制定者出于对这些机构在公司治
理、 独立性以及利益冲突等方面的担忧ꎬ 尚未向这些机构发放牌照ꎮ 为明确征
信牌照的发放要求ꎬ 明确征信机构与信用评级和数据分析公司之间的区别ꎬ 政
策制定者还有大量工作要做ꎬ 因为每种类型的公司都能为贷款人克服信息不对
称提供有益的补充ꎮ
此外ꎬ 将更多的公共信息接入征信系统也有利于普惠金融ꎮ 税务、 商务、
司法等政府部门拥有大量与个人和小微企业相关的有价值数据ꎬ 但是这些信息
从外部很难获取ꎮ 作为起点ꎬ 中国需要在数据和隐私保护方面建立一个完备的
法律框架ꎬ 解决一系列与数据相关的问题ꎬ 包括公共信息使用ꎬ 以及大数据和
替代性数据的使用ꎮ
其他领域的进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信用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ꎬ 并拓展信用
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ꎮ 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期ꎬ 中国建立了担保交易的基本法律
框架和登记系统ꎬ 促进了动产融资市场和抵押品管理行业的发展ꎮ 国际金融公
司 ( ＩＦＣ) 估计ꎬ 到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以动产作为担保物发放的贷款占全国商业贷款
余额的比例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２％ 提升至 ４０％ 左右ꎮ 其他有助于提升中国信用基础

设施的显著进展还有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 « 企业破产法» 和 ２００７ 年的 « 物权法» ꎮ
其中ꎬ « 企业破产法» 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债务人和它们的债权人提供了辗
转空间ꎬ 以支持中小企业长期、 可持续的借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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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 物权法» 的授权ꎬ 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３ 年在其征信中

心 ( ＣＣＲＣ) 下建立了现代化的抵押物登记机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
统ꎮ 该系统最初是通过互联网登记应收账款类的担保物权ꎬ 现在已经覆盖
大多数种类动产的多种类型的权益ꎬ 包括融资租赁、 留置、 所有权保留、
保证金质押、 存货和仓单质押等ꎬ 未来有望涵盖已登记所有权的动产之上
的担保物权 ( 将已登记的所有权一并记载) ꎬ 以及设备和存货的抵押 ( 即
不转移占有的担保物权ꎬ 目前仍由工商总局管理) ꎮ
近年来ꎬ 在 ＩＦＣ 的支持下ꎬ ＣＣＲＣ 持续改进登记服务ꎬ 推广动产融资ꎮ

这增加了市场的透明度ꎬ 推动了能力建设ꎬ 也增强了债权人信心ꎮ 第二代
登记信息系统将很快投入运行ꎮ 这个由金融管理部门建立的稳健的登记系
统还拥有一系列配套措施 ( 例如为监管者和债权人提供大量培训、 发展抵
押物管理行业、 在 ＣＣＲＣ 下创建数字化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以及近期七部门
联合印发 的 « 小 微 企 业 应 收 账 款 融 资 专 项 行 动 工 作 方 案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 » ) ꎬ 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基于动产的大型债务融资市场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ꎬ 登记系统累计注册用户 ２３ 万个ꎬ 发生登记 ２７０ 万笔ꎬ 查询 １, ２６０

万笔ꎮ 系统中 ７０％ 的债务人和承租人是中小企业ꎮ ＣＣＲＣ 的下一挑战是如
何实现真正统一的登记系统ꎮ « 民法总则» 中与担保交易相关的新内容为
此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ꎮ
资料来源: ＩＦＣꎮ

４ ４ ３

政府对个人转移支付的数字化

近些年来ꎬ 中国陆续出台了各类惠农政策ꎬ 包括支农补贴、 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补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补助等ꎮ ２０１３ 年开展的 “ 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 显示ꎬ 全国约 ４０％ 的家庭和 ６８％ 的农村家庭已获得政府发放的各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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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补助金ꎮ 这些补贴通常额度小、 发放次数多ꎬ 若通过现金发放ꎬ 环节多ꎬ
发放成本较高ꎮ 因此ꎬ 中国政府开始通过绑定银行账户的借记卡向个人直接发
放补贴ꎬ 以提高账户的拥有率和使用率 ( 如 ４ １ ３ 中所述) ꎮ 如 ４ １ １ 小节 ( 助
农取款服务代理模式) 和 ４ １ ２ 小节 ( 支付结算系统) 所述ꎬ 支付基础设施的
一项核心功能就是实现政府对个人转移支付的电子化ꎬ 这种通过与银行账户相
关联发放补助的方式ꎬ 对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促进作用ꎮ 许多需要发放补贴的政
府部门如今可以通过这种更有效、 更节约的方法来发放补贴ꎮ 考虑到长期内可
以节约成本ꎬ 相关部门因而也愿意向布放了 ＰＯＳ 机的收单机构提供补贴ꎬ 以推
动政府对个人转移的电子化支付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国通过银行账户、 银 行 卡 等 非 现 金 支 付 方 式 发 放 “ 新 农 保”

“ 新农合” 以及涉农财政补贴超过 ２０ 亿笔ꎬ 总金额达 ４, ９９０ 亿元ꎮ 农村居民
通过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ꎬ 即可足不出村便捷高效地领取补贴ꎮ

４ ４ ４

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 ＣＡＤＢ)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是中国的两

大政策性银行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 ＣＤＢ) 是开发性金融机构ꎬ 三者协力贯彻
落实国家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方针ꎮ 这些机构是对商业银行体系的有益补
充ꎬ 在服务高校学生ꎬ 支持小微企业和 “ 三农”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底和 ２０１５ 年初ꎬ 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ꎬ 有助于推动

农发行、 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进一步强化职能定位ꎬ 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ꎬ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ꎬ 增强其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ꎬ 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ꎮ
助学贷款
为了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素质教育以防贫困代际传递ꎬ 中国政府采取
积极措施鼓励向学生提供助学贷款ꎮ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 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和
教育部门合作ꎬ 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模式ꎮ 近年来ꎬ 国开行不断优化流程、 简


对应的调查问题为 “ 农业生产现金补贴” ( 占全部家庭的 ２８％ ꎬ 农村家庭的 ５６％ ) ꎬ “ 福利补贴” (４％ 和

６％ ) ꎬ “ 独生子女补贴” (３％ 和 ２％ ) ꎬ “ 五保户补贴” (１％ 和 ２％ ) ꎬ “ 养老金” (１％ 和 １％ ) ꎬ “ 救济金” (１％ 和
１％ ) ꎬ “ 食品补贴” (２％ 和 ４％ ) ꎬ “ 植树造林补贴” (３％ 和 ５％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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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手续ꎻ 推出了贷款预申请机制ꎬ 提前认定贷款资格ꎻ 引入了线上支付和银联
ＰＯＳ 机两种还款渠道ꎬ 实现了学生线上线下、 零费用还款ꎻ 在河南、 河北和山
西等地试点助学贷款合同电子化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末ꎬ 国开行已累计发放助
学贷款 １, ８５５ 万笔ꎬ 金额 １, １０８ 亿元ꎬ 累计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８９８ 万人ꎮ
小微企业发展
国开行、 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在落实国家小微企业贷款政策方面都发挥了
积极作用ꎬ 它们以较低的成本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ꎬ 后者再转贷给小微企业ꎮ
国开行还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资金周转贷款ꎬ 从而迅速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ꎬ
并降低融资成本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底ꎬ 国开行针对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余额为

３ ３１ 万亿元ꎬ 其中ꎬ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１ ２ 万亿元ꎬ 惠及小微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 创业青年、 城镇下岗职工等各类社会群体ꎬ 覆盖制造业、 农林牧
渔业、 批发零售业等近 ２０ 个行业ꎮ

中国进出口银行自 ２００６ 年起试点开展小微企业贷款ꎬ 探索信贷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的可持续模式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末ꎬ 进出口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余额
为 ２８０ 亿元ꎬ 支持小微企业 ８０, ８９０ 户ꎮ
支持 “ 三农” 发展
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加大对现代农业、
水利建设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支持力度ꎮ 国家开发银行与财政部合作ꎬ
将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结合ꎬ 通过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两种方式ꎬ 积极支持国
有农场、 家庭农场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 总面积超过 １ 亿
亩) ꎮ 国开行还积极探索在现代农业示范区创新融资模式ꎮ

进出口银行也积极支持 “ 三农” 发展和扶贫工作ꎮ 进出口银行与国务院扶

贫办合作ꎬ 推出了 ３４７ 个重点项目ꎬ 通过支持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以及处
于扶贫产业链上的当地企业ꎬ 促进贫困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ꎮ

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了粮食收购资金管理模式ꎮ 该模式保障农民能够及时收
到卖粮款ꎬ 解决农民过去面临的 “ 卖粮难” “ 打白条” 等问题ꎮ 此外ꎬ 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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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特色农业、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４ ４ ５

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能力

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ꎬ 要让普惠金融目标群体接受并积极使用金融产品与
服务ꎬ 就必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提升消费者金融能力ꎮ 金融消费者保
护和教育可以帮助消费者增强对金融业的了解与信任ꎬ 进而更好地获取和使用
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也有利于监管机构防控市场风险 ( 源

自金融提供者、 金融产品、 金融消费者等方面的变化) 和鼓励市场公平竞争ꎮ
随着 Ｐ２Ｐ 网贷平台、 数字投资产品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在中国的快速发展ꎬ 金融
消费者保护亟待加强ꎬ 消费者金融能力亟待提高ꎮ

近年来ꎬ 中国四个金融管理部门分别成立了内设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ꎮ 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负责中国人民银行职责范围内的消费者保护工
作 ( 如支付结算和征信) ꎬ 综合研究中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问题ꎬ 协
调处理交叉性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保护工作 ( 如银行代理保险产品) ꎻ 银监会银

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 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ꎬ
分别负责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消费者 ( 投资者) 的保护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新修订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以下简称 « 消

保法» ) 正式实施ꎮ 修订后的 « 消保法» 首次明确提出银行、 证券、 保险等金
融机构在收费信息公示、 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等方面的义务ꎬ 并且增加了与消
费者息息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 格式合同条款和其他与金融行业相关的规定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

见» ꎬ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对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 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依法

求偿权、 受教育权、 受尊重权、 信息安全权进行了详细解释ꎻ

• 明确了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工作

要求ꎻ

• 提出了建立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 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等六

项保障机制ꎻ

• 明确提出了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工作目

标和任务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ꎬ 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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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出台的第一个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规范性文件ꎬ 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１) 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ꎻ (２)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专门规定ꎻ (３) 金
融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投诉受理、 处理机制ꎻ (４) 金融机构提供赔偿的机
制ꎻ (５) 监督与管理机制ꎮ 该办法适用于所有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金融机
构ꎬ 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ꎮ

此外ꎬ 中国人民银行在 ２０１５ 年印发了 «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

办法»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开始施行) ꎮ 该办法对在线支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提出了一系列要求ꎬ 包括数据保护、 数据安全、 服务协议披露ꎬ 以及纠纷解决
机制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保监会发布了 « 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ꎬ

其中提出了强化保险公司主体责任、 加强信息披露、 完善消费者维权机制、 提
高消费者保险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 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 加强考核监督等
要求ꎮ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督
在过去的几年中ꎬ 中国已逐步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督管理机制ꎮ 金
融消费者保护部门深入开展现场检查ꎬ 针对银行卡、 个人信息保护、 银行代理
保险、 存款业务纠纷、 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 保险误导销售和理赔难等领
域开展了专项检查ꎮ 除此之外ꎬ 还充分运用 “ 柔性” 监管手段 ( 如约谈高管
等) ꎬ 督促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水平ꎮ

同时ꎬ 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还开展了非现场监管ꎮ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开展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评估和环境评估ꎬ 进一步探索 “ 柔性” 监管手段ꎮ 银

监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纳入业务管理和综合绩效考评ꎬ
以确保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像 “ 公平对待客户” 理念一样贯穿银行各业务
条线ꎮ 保监会建立了保险公司服务评价体系ꎬ 并完善了该体系的基本框架ꎬ 构
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ꎮ
为提高社会公众和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认知ꎬ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典型案
例库与监管信息披露制度ꎬ 每年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典型案例汇
编成册并出版发行ꎮ 中国保监会也建立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公开披
露制度ꎬ 已向社会公开披露涉及保险销售承保、 理赔给付等方面的 ９ 起典型
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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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解决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中国保监会分别开通了 “１２３６３” 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咨询投诉热线、 “１２３８６” 证券期货基金投资者保护热线、 “１２３７８” 保险
投诉维权热线ꎬ 受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 咨询ꎬ 并强化了金融机构处理消费者
投诉的主体责任ꎮ 中国人民银行还建立了与金融机构联通的 “ 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信息管理系统” ꎮ 人民银行直接受理消费者投诉ꎬ 转办至相应的金融服务提供
者ꎬ 并跟踪投诉处理流程ꎮ 中国人民银行还在五个省份开展投诉分类标准应用
试点工作ꎮ
同时ꎬ 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还积极推动建立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ꎬ
鼓励中立、 客观、 方便介入的主体 ( 如金融管理部门、 行业协会、 政府部门、
法院等) 参与其中ꎬ 确保金融消费纠纷案件能够得到公正、 及时、 高效的解决ꎮ
一些地区以试点方式开展金融消费纠纷非诉第三方调解工作ꎬ 为金融消费者提
供便捷的调解服务ꎮ 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还不断加强与司法、 仲裁部门的合作ꎬ
推动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ꎬ 增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ꎮ
金融能力和消费者教育
监管机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也非常重视金融教育工作ꎬ 经常开展大规
模的宣传教育活动ꎬ 并有多个监管部门参与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活动ꎮ
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年九月定为 “ 金融知识普及月” ꎬ 定期开展金融知识 “ 进农
村” “ 进军营” “ 进学校” “ 进社区” 等活动ꎬ 帮助金融消费者了解依法享有的
各项权利ꎬ 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金融活动ꎬ 人民银行还组织编写、 出版和发行
« 金融知识普及读本» ꎬ 并积极探索对金融消费者能力和素养进行评估 ( 详见专
栏 ４ １１) ꎮ

中国银监会每年组织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 金融知识进万家” 金融知

识宣传服务月活动ꎮ 活动期间ꎬ 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受消费者咨询ꎬ 推出面向各
类群体的读本、 动漫画和手机软件等金融知识普及工具ꎬ 并利用各种渠道普及
金融知识ꎮ
中国证监会组织开展了 “ 倡导价值投资” “ 积极回报投资者” “ 证券行业

３１５ 维权在行动” 等主题活动和 “ 公平在身边” 专项活动ꎬ 并推动投资者教

育基地建设ꎬ 让投资者拥有一站式的教育服务场所ꎬ 使投资者能够集中、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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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地获得公平、 优质的教育和服务ꎮ
中国保监会将每年 ７ 月 ８ 日定为 “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ꎬ 开展保险服务公

众宣传活动ꎮ 保监会还通过在网上教育平台、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和媒体上开
辟教育专栏ꎬ 编写印发普及读物ꎬ 组织教育活动等多种方式ꎬ 向公众普及保险
知识ꎬ 倡导健康、 理性的保险消费观念ꎮ 此外ꎬ 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在各自官
方网站的主页上开设 “ 风险提示” 专栏ꎬ 发布与保险消费有关的风险提示ꎬ 并
普及风险防范知识ꎮ



专栏 ４ １１




中国人民银行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 (２０１７)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开始每两年进行一

次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ꎮ 在 ２０１７ 年开展的第三次调查中ꎬ 对消费者的金融
态度、 金融行为、 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进行了衡量ꎬ 全面反映中国消费者
的金融能力和金融素养状况ꎮ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中国消费者对金融消费者教育较为积极ꎬ 对

消费、 储蓄和信用的态度趋于理性ꎬ 但风险意识需要加强ꎮ 消费者对未来
支出具有一定的计划性ꎬ 但家庭支出规划的执行力有待提升ꎮ 消费者未能
充分理解金融产品的合同和对账单ꎮ 消费者对金融知识获取和金融消费纠
纷投诉渠道有一定的了解ꎮ 消费者金融知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ꎬ 城乡间和
区域间的不平衡特征较为明显ꎮ 消费者对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相关金融知
识最为关注ꎮ
此次调查建议: (１) 将普及金融知识与提升金融技能、 增强金融消费
者的风险意识结合起来ꎮ (２) 重视低净值人群的金融知识普及工作ꎮ (３)
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 实现金融知识普及抓早抓小ꎮ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未来挑战
中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消费者金融能力方面仍存在着挑战ꎮ 金融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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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律法规框架还需进一步完善ꎬ 确保与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相关的消费者
保护风险完全被纳入进来ꎮ 特别是如 ４ ４ ２ 节所提到的ꎬ 亟需建立一个全面的
数据和隐私保护法律框架ꎮ 关于信息披露、 市场营销、 资金安全以及纠纷解决
等方面的规则也应进一步扩展ꎬ 以覆盖金融科技公司ꎬ 并适应数字金融商业模
式的需要ꎮ 监管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ꎬ 特别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越来越多地涉
及跨市场、 跨行业类交叉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现状下ꎬ “ 一行三会” 也应进一
步加强沟通协作ꎮ 当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较为薄弱ꎮ 在消费者金融能力
方面ꎬ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的有效性有待提高ꎬ 尤其是对待老年人等特殊群体ꎬ
需要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ꎮ 最后ꎬ 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更
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教育ꎬ 仍需进一步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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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年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ꎬ 但仍然存在一
些挑战ꎮ 中国要实现普惠金融目标ꎬ 并以此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ꎬ 必须直面这
些挑战ꎮ 本章总结了中国普惠金融仍然面临的六项重要挑战ꎮ 实际上ꎬ 中国的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已经对其中的一些挑战给出了应对
之道ꎮ

５ １

树立与时俱进并被广泛接受的普惠金融理念

尽管普惠金融的概念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普及ꎬ 但无论关乎其定义还是关乎
其实践ꎬ 各级政府或其部门、 金融服务提供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或作法仍
大相径庭ꎬ 从而常常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ꎮ 对于普惠金融的种种误解ꎬ 影响了
迄今为止发展普惠金融行动计划的效果ꎬ 削弱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动力ꎬ
以及金融部门的总体活力ꎮ
在中国ꎬ 有不少人仍然将普惠金融等同于信贷补贴、 指令性贷款以及慈善
活动ꎮ 在不少人眼里ꎬ 只有少数金融产品 ( 比如信贷) 是与普惠金融相关的ꎬ
很少考虑到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所需产品的多样性ꎬ 或是产品设计的适当性ꎮ 一
些人甚至认为在金融落后地区并没有金融服务需求ꎬ 即使在这些地区提供了金
融服务ꎬ 金融机构也得严重依赖补贴ꎮ 实际情况更为微妙ꎬ 如在中国ꎬ 很多人
仍然将普惠金融想得很简单ꎬ 没有充分理解第二章或是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中所
阐述的普惠金融的深刻内涵ꎮ
未来ꎬ 负责推动和协调普惠金融发展的政府部门必须确保ꎬ 各级政府以及
所有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都能充分理解并践行全面的普惠金融理念ꎮ 这对于
地方政府来说尤为重要ꎬ 因为它们难以接触到全球论坛和资源ꎬ 无法从中受益ꎮ
普惠金融理念的总体转变ꎬ 对于谋划中国普惠金融全面发展的愿景ꎬ 以及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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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完善政府的政策与实践ꎬ 以解决仍然存在的挑战进而实现这一愿景ꎬ 都是
必要的ꎮ 愿景应明晰ꎬ 市场主导和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如
何运用和操作ꎬ 并通过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相容并一致的方法ꎬ 确保各级政府达
成共识并采取行动ꎮ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ꎬ 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是不同的概念ꎮ “ 数字金融” 包

括金融科技公司开展的业务ꎬ 但并不等同于 “ 普惠金融” ꎮ 数字金融是创新性
技术在金融部门运用的产物ꎬ 而普惠金融则强调利用特定业务形态ꎬ 为金融服
务不足群体设计金融产品和服务ꎮ 数字技术可以被用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ꎬ 但
它本身只是手段ꎬ 不是目的ꎮ 然而ꎬ 中国现在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往往自诩为
“ 普惠金融” 机构ꎬ 继而让许多公众也产生这样的认识ꎬ 实际上ꎬ 有一些金融
科技公司开展的业务与普惠金融并无太大关系ꎮ 尽管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许多
金融产品也服务于正当的消费需求ꎬ 但此类产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向那些无法
获得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不足的消费者拓展了金融服务ꎮ 第四章中也曾提及ꎬ
一些金融科技公司还通过欺诈和不正当的商业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ꎬ 这样做不
但损害了行业声誉ꎬ 也扰乱了人们对普惠金融的认识和理解ꎮ

５ ２

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

正如报告中明确指出的ꎬ 政府大力支持普惠金融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的重要特征ꎮ 中央和地方政府运用直接或间接方法ꎬ 多管齐下推动普惠金融发
展ꎬ 其中包括一系列政策、 监管行动及推进措施ꎮ 从某些指标看ꎬ 政府的努力
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ꎬ 如第三章所指出的ꎬ 中国的账户普及率已达到了较高
水平ꎬ 农村地区网点数量和服务中小企业的银行机构或部门数量都在增加ꎮ
自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全面经济改革启动以来ꎬ 中国持续推进

其市场化进程ꎬ 其中包括金融业市场化ꎮ 但不可否认ꎬ 中国的经济及金融仍带
有许多新兴的、 公共部门主导经济的特征ꎮ 就推进普惠金融而言ꎬ 许多金融服
务提供者的商业运行模式能否可持续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ꎬ 它限制了金融服务
提供者保持商业活力和进一步扩张的潜能ꎮ 例如ꎬ 如前所述ꎬ 使用率低、 人流
量小的助农取款点不在少数ꎻ 与此相似ꎬ 服务中小企业的银行机构或部门在多
大程度上使金融服务不足的中小企业得到更多金融服务也不明晰ꎮ 国有商业银
行或受政府影响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受到了较多行政干预ꎬ 从而抑制了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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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ꎬ 因为这些机构通常经营效率低ꎬ 没有完全市场化运作ꎬ 对市场产生了
扭曲效应ꎮ 一些信贷、 保险产品享受了高额补贴ꎬ 从长期来看ꎬ 也会对市场产
生类似的扭曲和抑制效应ꎮ 最后ꎬ 一些地方政府对金融服务提供者日常经营的
行政干预会产生干扰经营和管理失当问题ꎮ 总体来看ꎬ 这样的方式无法为普惠
金融长期、 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ꎮ
因此ꎬ 中国政府未来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需要从战略上清晰地思考: 什
么是政府合适的角色定位ꎬ 如何恰当地综合运用直接和间接的公共措施ꎬ 以及
如何开展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互动ꎮ 光靠公共部门自身无法驱动普惠金融发展ꎬ
至少无法超越某一限度ꎬ 也无法实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ꎮ 为使普惠金融的积极
影响得以持续ꎬ 私人部门必须基于市场规律并遵循可行的商业模式ꎬ 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ꎮ 这种新思维在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中得
到了反映ꎬ « 规划» 明确商业可持续性为其基本原则之一ꎮ 随着中国普惠金融

基础指标 ( 例如交易账户的普及) 取得较好表现ꎬ 以及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ꎬ
需要将重点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方法ꎬ 转向由私人部门驱动上来ꎬ 特别是要鼓励
竞争和创新ꎬ 提供广泛的、 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并确保其可拓展性ꎮ 不论
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ꎬ 金融科技公司的出现及其后的成功ꎬ 都表明了这种方
法的潜在影响ꎮ 继续遵循市场化的道路对于培育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金融部门
至关重要ꎬ 因此它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动力ꎮ
但公共部门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仍然起着关键且重要的作用ꎮ 然而ꎬ 政
府不应该 ( 也不能) 去 “ 硬性规定” 商业可持续性ꎬ 其作用应当体现在为普惠

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上ꎬ 包括构建总体政策和协调框架、 法律和监管环境、
支持性的金融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ꎬ 以及在市场出现失灵时予以纠正ꎬ 以使金
融服务提供者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服务ꎮ 法律和监管
框架的作用在于ꎬ 在考虑到相关风险和监管能力的同时ꎬ 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一
套清晰的市场参与规则ꎬ 营造一种公平、 开放、 公正竞争的环境ꎮ 制定这样的
法律和监管框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ꎬ 这点在 « Ｇ２０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中
得到了强调ꎮ 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还应继续优先发展信用、 支付、 信息通信、 数
据等基础设施以支持普惠金融发展ꎮ 政府也需要在保护和教育消费者ꎬ 确保整
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诚信等方面继续扮演关键角色ꎮ 最后ꎬ 政府也需要提升执
法效率ꎬ 取缔不当和非法的金融活动ꎬ 保护信贷双方的合法权益ꎬ 以进一步提
升法治水平ꎬ 这对于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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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公共部门直接发挥作用的地方ꎬ 则需要对这些特定情形进行谨慎思
考ꎮ 在这些情况下ꎬ 需要清晰说明和界定公共部门的角色ꎬ 并有合适的退出战
略ꎮ 例如ꎬ 推动金融服务覆盖 “ 最后一公里” 时ꎬ 可能需要政府更直接的参

与ꎮ 但在这种情况下ꎬ 政府需要有成熟的思路和策略来开展富有成效的扶持ꎬ
尽可能避免对市场造成扭曲 ( 例如可以与社保金发放相结合) ꎬ 从而能够精准
定位目标群体ꎬ 明确指出供求缺口以及想要达到的政策效果ꎮ

５ ３

改进业务模式和作法以实现商业可持续

商业可持续不仅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ꎬ 也是维持整个金融体系有
效和健康运行的前提ꎮ 然而ꎬ 对中国的许多金融服务提供者而言ꎬ 在实现普惠
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方面ꎬ 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ꎮ 在人口较少的偏远地区或农
村地区ꎬ 人均收入低、 产业结构单一ꎬ 基础设施落后ꎬ 金融服务提供者难以盈
利ꎮ 在城镇地区ꎬ 金融服务提供者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 抵押物缺乏、 信用信
息不全、 服务成本高等问题ꎮ
为了提高商业可持续性ꎬ 一些金融服务提供者要转变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ꎬ
走以市场驱动创新和以客户为中心的道路ꎮ 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公司治理、 内部
管理制度以及产品设计和提供方式需要转变和创新ꎬ 以实现商业可持续ꎬ 并与
新的市场参与者竞争ꎮ 第四章包含一些案例ꎬ 介绍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利用新技
术适应更具活力、 更具竞争性的市场ꎬ 进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为了实现高效
经营、 提升服务质量ꎬ 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ꎬ 为更广泛
的顾客提供更便捷的交付渠道ꎬ 需要更多类似的实践ꎮ 新的市场参与者通过数
字方式推出了一系列成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这清楚表明向金融服务不足群体
提供金融服务也是可以盈利的ꎮ 事实上ꎬ «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强调了运用科技手段为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的重
要性ꎮ 为此ꎬ « 规划» 提出要在以下三个领域开展探索: 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产品和服务方式ꎻ 二是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ꎻ 三是发挥互联网促进普
惠金融发展的有益作用ꎮ
中国建立广泛的助农取款服务网络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范例ꎮ
正如 ４ １ １ 节所述ꎬ 由于金融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 也包括一些省份
对服务点的设立成本给予补贴) ꎬ 从全国农村地区拓展代理服务网络、 使用 Ｐ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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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开展交易服务的角度看ꎬ 这种作法在一开始就大获成功ꎮ 实现普惠金融长
期发展的下一步ꎬ 是要立即思考这些助农取款点应如何重新加以定位ꎬ 使其能
以更可持续的模式继续经营下去并得以更充分地利用 ( 如将助农取款点发展为
成熟的、 多功能的代理机构) ꎬ 从而实现普惠金融目标ꎮ 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需
要我们重新考虑服务点运行的商业模式ꎬ 分析农村消费者真实需要、 需求和行
为ꎬ 确保市场驱动、 可持续的模式得以发展ꎮ 例如ꎬ 需要进一步改革以拓宽某
些助农取款点的业务范围ꎬ 鼓励更充分地利用代理机构ꎬ 将商户和用户的其他
支付需求整合进数字支付产品ꎬ 并放宽对手续费和每日交易限额的限制ꎮ
对于政府而言ꎬ 应该重新考虑阻碍商业可持续性的行为ꎬ 例如过度的、 不
精准的和 ( 或) 没有确定期限的补贴及税收减免ꎬ 直接指定贷款对象ꎬ 或者治
理和管理方面的干预ꎮ 正如上文所述ꎬ 政府必须将其重点转向为普惠金融创造
有利的整体环境ꎮ 法律和监管框架中阻碍商业可持续的内容也要进行修订ꎬ 例
如对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的股权和经营地域方面的限制ꎮ

５ ４

管理数字金融风险

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创新ꎬ 尤其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ꎮ 然
而数字金融模式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ꎮ ２０１６ 年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 ( ＧＰＦＩ)

白皮书指出ꎬ 不断演化的普惠金融风险整体状况反映了数字金融所固有的一
些特征: 一是新型金融服务提供者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新组合ꎻ 二是数字技
术ꎻ 三是主要通过代理商来接触消费者ꎻ 四是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它们的组合ꎻ
五是面向被金融排斥或金融服务不足客户ꎮ
这些风险特征的影响广泛且易变ꎮ 数字技术的使用、 服务提供的规模化以
及大型系统可能存在的故障都会加剧操作风险ꎮ 客户信息可能会被泄露或滥用ꎬ
有关新型业务模式的信息披露也不够ꎬ 这些问题都加剧了消费者风险ꎮ 当监管
明显滞后ꎬ 无法约束不负责任的市场行为时ꎬ 所有这些风险都会进一步加剧ꎮ
这些因素ꎬ 与通常在未定型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下运行的新兴金融科技公司尤其
相关ꎮ 事实上ꎬ 按其本质ꎬ 金融科技公司履行的是金融的基本功能ꎬ 因此具有
传统金融机构所共有的一些风险ꎬ 如流动性风险ꎬ 结算风险、 操作风险、 洗钱


来源: ＧＰＦＩ (２０１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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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恐怖融资风险以及消费者保护风险ꎮ 然而ꎬ 很多金融科技公司所具备的一些
明显特性ꎬ 不但会加剧和扩大这些共有的风险ꎬ 在一些情况下还会产生新的风
险ꎮ 中国 Ｐ２Ｐ 网贷行业的经验表明了这些风险的存在ꎬ 凸显了这些风险未能得
到充分理解或积极管理时可能产生的后果 ( 如 ４ ３ 节提到的 ｅ 租宝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ꎮ 这些风险的影响当然超出了普惠金融范畴ꎬ 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
安全、 稳健、 诚信以及消费者受保护的程度ꎮ 当然ꎬ 服务者也可利用数字科技
降低风险ꎬ 比如降低借贷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ꎮ
如同其他国家ꎬ 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也面临这一挑战: 如何在营造有利于
创新的环境和监督管理风险这两大目标之间取得平衡ꎮ 中国的 « 推进普惠金融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强调了有效管理金融体系风险的必要性ꎮ 解决这
一挑战需要监管方式的革新和能力上的提升ꎬ ２０１５ 年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对于监管职责的划分是中国在该领域迈出的第一步ꎬ 也是
重要的一步ꎮ ２０１６ 年 «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是在对金融行
业创新相关风险进行管理方面迈出的又一关键步伐 ( 详见专栏 ４ ６) ꎮ 为了能够
建成全面的法律和监管框架ꎬ 以应对金融科技产生 ( 或加剧) 的风险ꎬ 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ꎮ 此外ꎬ 监管者需要用新机构、 新产品、 新模式的相关专业技能和
知识来武装自己ꎬ 需要充足的人员和资源ꎬ 包括利用数字工具开展监管ꎮ 在这
方面ꎬ 监管者也能利用数字技术ꎬ 通过 “ 监管科技” ( ｒｅｇｔｅｃｈ) 监控风险———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已着手研究此问题ꎮ 例如ꎬ 现代化报告平台能改进向金融管
理部门报送数据的范围、 频率ꎬ 以及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ꎬ 使管理部门
能够近乎实时地监管市场ꎮ 管理部门 ( 包括金融体系以外的其他管理部门) 之
间需要充分和积极的协调ꎬ 以减少监管重叠、 监管盲区ꎬ 提高监管效率———在
平衡创新和风险方面加强协调的重要意义在 « Ｇ２０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中
得到了强调ꎮ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应对类似问题ꎬ 学
习它们的经验也非常重要ꎮ

５ ５

使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发挥更大作用

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设立这类机构旨在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ꎮ 正如 ４ ２ 节所述ꎬ 尽管这些金
融服务提供者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 ( 不论在哪一类型提供者中ꎬ 都有表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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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 ꎬ 其经营、 治理以及监管环境仍然需要大幅提升ꎬ 以更好地发挥其助推
普惠金融的潜能ꎮ 例如ꎬ 村镇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银行控制的股权结
构所导致的较高的经营和管理成本以及创新不足ꎮ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问题在
于资金来源有限ꎬ 成本高ꎬ 税负重ꎬ 其风险管理能力也亟需提升ꎮ 近年来的一
些实践表明ꎬ 小额贷款公司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风险控制的情况相当严重ꎮ 例
如ꎬ 小额贷款公司向钢铁、 贸易以及煤炭企业发放了大量贷款ꎬ 而这些行业受
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大ꎮ 此外ꎬ 这两类机构都面临着其他监管规定对经营形成
的约束ꎬ 这导致了较低的利润率ꎬ 对持续增长带来了挑战ꎮ
许多改革措施都有利于促进村镇银行发展ꎮ 通过减少发起人银行的过度干
预和控制ꎬ 促使其更加独立地治理运作ꎬ 可以使村镇银行更好地发挥经营效率
高、 灵活性强的比较优势ꎮ 同时ꎬ 应允许村镇银行有更加灵活的资本金来源ꎮ
例如ꎬ 当满足一定条件后ꎬ 应当允许民营资本作为主要投资人设立村镇银行ꎮ
同一地区的多家村镇银行可以加强联系和协作ꎬ 利用规模效应降低管理成本ꎮ
监管亦应有所改新ꎬ 从而使这些建议得以实施ꎮ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ꎬ 可以考虑以下改革选项: 一是更加清晰地定义小额贷
款公司的角色和目标ꎬ 并将后者写入高级别的制度性文件ꎻ 二是重新审视法律
和监管框架ꎬ 消除影响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的障碍ꎬ 如提高外部融资比例上限ꎬ
允许具备资质的小额贷款公司享有更具弹性的杠杆比率ꎬ 准许小额贷款公司在
注册地之外的县域开展业务ꎻ 三是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框架ꎬ 在各省之间
应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ꎬ 尤其是那些进入障碍较高的省份应该降低障碍ꎻ 四是
努力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ꎻ 五是运用税收政策ꎬ 激励小额贷款公
司服务目标领域和人群ꎻ 六是从普惠金融角度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评级ꎬ 允许
获得高评级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ꎮ 这些改革有助于增强小额贷款公
司商业可持续性ꎬ 促使其为服务不足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ꎮ
此外ꎬ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应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ꎮ 随着电信基础设
施的完善、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智能手机在农村地区的快速普及ꎬ 数
字技术已经渗透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ꎮ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应当
更好地利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机遇ꎬ 通过新模式和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的
渠道为消费者服务ꎮ 为实现进一步发展ꎬ 新型服务提供者也需要在日常管理、
产品研发、 市场营销、 客户服务以及其他领域采用数字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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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提升消费者金融能力

较高的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是普惠金融的重要支撑ꎮ 鉴于金融的数
字特性日益增加ꎬ 消费者若要成功发现、 接受、 使用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需要更多的能力ꎬ 这一点尤其重要ꎮ « Ｇ２０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中的原则六
强调ꎬ 需要 “ 根据数字金融服务和渠道的特性、 优势及风险ꎬ 鼓励开展提升消
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素养的项目并对项目开展评估” 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ꎬ 中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在一些方面表现

良好ꎮ 例如ꎬ 中国消费者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态度较为积极ꎬ 对消费、 储蓄和
信用的态度趋于理性ꎻ 家庭对未来支出具有一定的计划性ꎬ 申请贷款和信用卡还款
的行为较为合理ꎻ 消费者对金融知识获取和金融消费纠纷投诉渠道有一定的了解ꎮ
但是ꎬ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不尽理想的方面ꎬ 包括: 消费者风险意识

需要加强ꎬ 家庭支出规划的执行力有待提升ꎬ 未能充分理解和使用金融产品的
合同和对账单ꎬ 金融知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ꎬ 知识水平在城乡间和区域间具有
不平衡特征ꎮ 与之相关的是ꎬ 在一些地区的企业、 个人甚至地方政府中ꎬ 信用
文化较为落后ꎬ 一些市场主体漠视自身信用或还债义务的情况仍然存在ꎮ 此外ꎬ
金融消费者缺乏数字技术知识ꎬ 导致他们无法使用数字金融服务ꎬ 或是使他们
处于不当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威胁之下ꎬ 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ꎬ 同时也产生数字
金融相关的问题和风险ꎮ
有效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ꎬ 要长
期、 定期开展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ꎬ 这有助于掌握和监测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
以及他们行为特点的变化ꎮ 调查可以找出消费者金融知识和行为的缺陷ꎬ 从而
帮助设计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ꎬ 并提高其有效性ꎮ 这些活动要以日常生产生活
中所必需的金融基础知识为侧重点ꎬ 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实际情况ꎬ 使消费者掌
握符合其消费需求、 消费行为特点和既有知识水平的金融知识ꎮ 开展金融教育ꎬ
引导消费者正确运用金融知识ꎬ 进行风险自我评估ꎬ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和相关产品的风险特征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ꎮ



问卷调查从消费者态度、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金融知识、 消费者金融技能等多角度综合反映了当前中国消费

者的金融素养情况ꎮ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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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前几章描绘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之路ꎬ 指出了仍然存在的挑战ꎮ 本
章的目的是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经验中总结出六项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经验ꎬ
为其他国家实现各自的普惠金融发展目标提供借鉴ꎮ 这些全方位的中国普惠金
融经验为全球范围内的相关问题贡献了大量宝贵启示ꎬ 例如解决 “ 最后一公

里” 问题ꎬ 为数字金融创新留下监管空间ꎬ 遵循市场主导和可持续发展模式ꎬ
建设金融基础设施ꎬ 以及明确政府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恰当定位ꎮ
在学习借鉴有关经验时ꎬ 有一点需要事先明确: 在全面发展普惠金融中所
取得的进展和成功ꎬ 必然考虑和反映了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 政治经济及发展
背景ꎬ 因此ꎬ 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必须置于这些背景之下加以考量ꎮ 例如ꎬ
中国的储蓄文化是其高账户普及率的一个重要原因ꎻ 非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在
中国的成功与 ２１ 世纪初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密切相关ꎬ 普通大众对金融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在当时未能得到充分满足ꎻ 中国在打通 “ 最后一公里” 方面取得的
进展ꎬ 与政府发挥积极重要作用密不可分ꎻ 最后ꎬ 数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和
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瞩目成就ꎬ 构成了解析普惠金融最新发展成效的重要
背景ꎮ
因此ꎬ 如同中国在探索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时将全球经验融入自身实践一样ꎬ
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学习借鉴中国成功经验时ꎬ 也应当评估各自国家的文
化、 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中国的成功模式相匹配ꎬ 并对这些来
自中国的经验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各自的背景ꎬ 同时在本国的独特环境下探索寻
求新的发展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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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打通金融服务 “ 最后一公里”

通过大规模的政策驱动措施 ( 包括改善金融基础设施、 扩大农村金融机构
和服务点网络、 数字化大规模常规性支付活动) ꎬ 能够为处于 “ 最后一公里”
的群体获取基础交易账户和网点提供重要推动力ꎬ 但在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
续发展方面仍需不懈努力ꎮ
正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ꎬ 中国最引人瞩目和毋庸置疑的成功之处在于实现
了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可得性ꎬ 既包括物理服务网点的覆盖ꎬ 也包括交易账户的
开立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的账户普及率达到了 ７９％ ꎬ 这一比例高于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水平ꎬ 甚至高于二十国集团 ７６％ 的平均水平ꎮ 在金融服务不足群体
中实现了高水平的可得性ꎬ 可归功于多方面的原因ꎬ 特别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相互补充且持续的政策ꎬ 极大地提高了物理网点覆盖率和交易账户普及率ꎮ
中国政府在扩大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ꎬ 特别是零售支
付系统 (６ ２ 节将深入探讨) ꎮ 此外ꎬ 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和推动建立了基于 ＰＯＳ

终端的、 互通的助农取款服务网络ꎬ 按其数量而言ꎬ 这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代
理网络之一ꎬ 极大增加了农村地区和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ꎮ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ꎬ 中国允许设立如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
服务提供者ꎬ 同时鼓励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特色支行ꎮ 监管部门采用差异化的
审慎监管规则鼓励金融服务提供者向农村地区投放贷款ꎮ 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被
有意识地运用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ꎮ 面向农户的政府转移支付项目 ( 如农业
补贴、 农村养老保险、 农村医疗保险等) 原则上必须通过与免费账户绑定的银
行卡发放与接收ꎮ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ꎬ 推动社会福利发放从使
用现金向使用银行卡转变ꎬ 从而实现大规模数字化ꎬ 其政策目标就是激励金融
服务提供者开立账户和鼓励所有福利受益者拥有账户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超过 ２０ 亿笔
( 总金额达 ４, ９９０ 亿元) 的转移支付发放至受益人的银行账户和借记卡中ꎬ 这些
转移支付包含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以及农村家庭补贴等ꎮ


如世界银行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所定义ꎬ 该比率是指拥有交易账户的成年人 (１５ 岁以上) 所占百分比ꎮ 参见之



ＣＰＭＩ (２０１５) 从支付和交易账户的角度ꎬ 进一步探讨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有关因素ꎮ

前第三、 四章关于中国账户拥有率其他估算的论述ꎮ


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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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表明ꎬ 各种政府政策形成的累积和协同效应能够推动金融机构
物理网点和服务点向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快速拓展ꎬ 能够鼓励和推动账户的大
规模开立ꎮ 中国采取的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ꎬ 对于解决诸如打通 “ 最后一公
里” 等基本问题显然是不可或缺的ꎮ 中国的政策成功利用了政府实施职责范围
内各项行为的权利 ( 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激励措施、 监管行为、 直接干预和
道义劝告等) ꎬ 通过提升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账户拥有率来发展普惠金融ꎮ

然而ꎬ 中国的经验也凸显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在尝试解决 “ 最后一公

里” 问题时普遍面临的棘手挑战ꎮ 一个关键挑战就是可持续性和商业可行性问
题 ( 在第五章中进行过探讨) ꎮ 代理服务点模式能否实现更为成熟的商业化运
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同样ꎬ 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治理还存在问题ꎬ 而新型
金融服务提供者规模仍有限ꎻ 商业银行当前在农村地区开展经营的努力ꎬ 包括
设立特色支行ꎬ 在商业上是否可行ꎬ 进而在长期是否可持续ꎬ 也还是个问题ꎮ
因此ꎬ 尽管通过政策推动实现了物理可得性的显著提升ꎬ 但目前还不清楚其可
持续性如何ꎬ 也不清楚其对普惠金融的贡献有多大ꎮ
中国经验表明ꎬ 解决 “ 最后一公里” 问题ꎬ 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

展ꎬ 不仅需要充分利用政府职责进行全方位的努力ꎬ 还要在设计方法时兼顾战
略及细节问题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 最后一公里” 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ꎬ
各自有不同的需求和障碍ꎮ 究竟怎样才算打通了 “ 最后一公里” ? 一些边远地
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不足群体在商业上 ( 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 很
活跃ꎬ 但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有很多未满足的需求ꎮ 因而ꎬ 他们对于设计合
理的、 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很大需求ꎬ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可得性
和基础交易账户ꎬ 或许可以通过低成本的、 创新性的方法ꎬ 持续满足他们的需
求ꎮ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ꎬ 推进普惠金融意味着不仅需要能够提供基础交易服
务的交易账户和服务网点ꎬ 还需要满足其包括信贷和保险等在内的更广泛的金
融服务需求ꎮ 然而ꎬ “ 最后一公里” 中还有一批处于特别偏远地区而难以享受
金融服务的人群ꎬ 如果缺乏政府的精准扶持ꎬ 则无法通过商业可持续的模式为
他们提供服务ꎬ 或者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之外ꎬ 他们可能还有其他更基本的
需求有待满足ꎮ 为此ꎬ 更好地理解 “ 最后一公里” 中的细微差别ꎬ 并据此设计
恰当的政策措施ꎬ 显得非常重要ꎮ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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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投资金融基础设施

努力扩大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 ( 特别是在信用和支付领域) 能够显著提高
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使用情况和质量ꎮ
尽管近年来非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引起了广泛关注ꎬ 但在
促进中国金融服务可得性、 使用情况和质量方面ꎬ 传统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也
不应被低估ꎮ 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促进金融中介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与系统ꎬ 可以
分为信用基础设施 ( 包括征信体系、 担保交易系统和破产制度) 和支付体系基
础设施ꎮ,

中国信用基础设施的规模和质量逐步得到发展ꎬ 包括本世纪头 １０ 年中期建

立的担保交易核心法律框架和登记系统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出台的征信管理规定和指
导原则ꎬ ２００６ 年的 « 企业破产法» ꎬ ２００７ 年的 « 物权法» ( 详见 ４ ４ 节) ꎮ 近期
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了金融基础设施和普惠金融之间的密切相关性ꎬ 这证明
中国投资建设信用基础设施是行之有效的ꎮ 在 ２０１０ 年的一个研究课题中ꎬ 研究
人员与国内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合作ꎬ 研究了通过建立公共征信系统进行信贷信
息共享是如何影响银行贷款决策的ꎮ 研究人员发现ꎬ 如果借款人的信用评价中
包含了来源于征信系统中其他金融机构的信息ꎬ 那么其获得的信用等级要高于
信息仅仅来自该银行的借款人ꎮ
中国在推动建立全面且功能强大的全国支付体系基础设施方面也取得了重
要进步ꎬ 这包括扩大或提升全国支付系统的覆盖范围、 效率和安全性ꎬ 由此促
进了互联互通和竞争ꎬ 同时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物理网点的显著拓展和多元化ꎬ
这些网点包括商业银行分行、 支行、 代理机构、 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 ( 如
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 的分支机构、 自动取款机、 零售 ＰＯＳ 机等ꎮ 从消费
者的角度来看ꎬ 这使其有更广泛的产品 ( 如借记卡、 数字支付) 可以选择ꎬ 同


强大的信用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要素: 征信体系、 担保交易框架和破产制度ꎮ 支付体系方面ꎬ 银



中国通过投资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发展普惠金融的举措ꎬ 与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 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 ( Ｗｏｒｌｄ

行间小额电子资金划拨系统、 支付卡处理平台和银行间大额清算系统都非常重要ꎮ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４ｂ) 中关于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基本一致ꎬ 其中写道: “ 支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金融图景的政策建议
有强化金融和信贷基础设施ꎬ 包括商业法律、 破产法律和合约执行ꎮ”


来源: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ｙｓｅ (２０１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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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用场景日益多样化ꎬ 获取和使用支付产品 ( 特别是非现金支付工具) 的直
接和间接成本持续降低 ( 如交通成本) ꎮ 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ꎬ 全国支付系

统向农村地区拓展ꎬ 因其促进了服务于这些地区的新商业模式和产品的发展ꎬ
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 线上线下互动、 依托于支付提供者的相近金融产品和服
务ꎬ 因而使得这些模式和产品更具商业可行性ꎮ 重要的支付系统基础设施使得
政府可以利用电子工具向个人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ꎬ 这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
成年人进入了正规金融体系ꎮ



专栏 ６ １




« Ｇ２０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２０１６ 年ꎬ Ｇ２０ 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 ( ＧＰＦＩ) 由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

国担任轮值主席ꎬ 将数字普惠金融列为重点议题ꎮ ＧＰＦＩ 建立了数字普惠金
融技术专家组ꎬ 由来自 ９ 个国际组织的专家组成ꎬ 起草了 « Ｇ２０ 数字普惠
金融高级原则» ( 以下简称 « 高级原则» ) 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Ｇ２０ 领导人杭州
峰会正式核准了 « 高级原则» ꎬ 这是数字普惠金融领域首个国际高级别指
引性文件ꎮ « 高级原则» 包含了覆盖 ８ 条原则的 ６６ 项行动ꎬ 以指引和帮助
各国政府及相关各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ꎮ 这些原则分别是:
一、 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ꎻ
二、 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ꎻ
三、 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ꎻ
四、 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ꎻ
五、 采取负责任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ꎻ
六、 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ꎻ
七、 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ꎻ
八、 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ꎮ
对于这些原则的完整描述以及相关的行动清单可见以下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ｐｆｉ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２０￣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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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帮助中国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使用情
况和质量ꎮ 特别是全国性的身份证系统降低了对消费者进行尽职调查的成本ꎬ
有了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开立基础储蓄账户ꎬ 大大降低了成年人获取基础金融产
品的障碍ꎮ 较为普及的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使得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可以使用基于
互联网的数字金融服务ꎮ
中国的经验表明ꎬ 政府通过建立强大且全面的金融基础设施生态系统ꎬ 能
够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发挥有效和关键作用ꎮ 的确如此ꎬ 中国在该领域的
经验对于 « Ｇ２０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 详见专栏 ６ １) 中的原则四产生了重
要影响ꎮ 直接干预金融市场会产生扭曲和财政压力ꎬ 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
竞争、 创新和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ꎬ 所以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能够对提
供者和产品产生广泛的积极效应ꎬ 可以说ꎬ 这是更高效、 适当且能产生效力的
政府资源使用方式ꎬ 有利于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ꎮ

６ ３

发挥线上网络的作用

基于网络的线上商业模式 ( 如电子商务、 社交网络) ꎬ 能够利用网络效应、
技术、 规模经济、 大数据和交叉补贴ꎬ 促进创新性金融服务的设计和交付ꎮ
大多数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者 在 建 立 之 初 就 有 明 确 的 经 营 目 标ꎬ 即 为 个 人 和
( 或) 企业提供支付、 储蓄、 信贷或保险产品ꎮ 然而随着互联网公司不断扩展
其商业及社交网络的广度和深度ꎬ 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已经出现ꎬ 该模式可以
将现有在线生态系统中的金融服务供给整合起来ꎮ 中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途
径是这一模式的典范ꎮ 阿里巴巴和腾讯成立的时候分别是一家电子商务平台和
一个社交网络平台ꎬ 现在二者都成为了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上的重要企业ꎮ 与
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ꎬ 这些互联网公司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 能够实时对接巨大的、 已有的客户网络和已有的客户关系ꎻ

• 能够利用商业或社交活动产生的大数据ꎬ 支持产品设计和交付ꎬ 并降低


这一模式与 “ 金融科技” ( Ｆｉｎｔｅｃｈ) 公司相关但并不相同ꎬ 后者通常是初创企业ꎬ 建立的目的是利用技术

给现有的金融服务格局带来扰动ꎮ 这里所述的模式是将金融服务业务与已经建立的互联网社交公司和商业网络公
司整合到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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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性 ( 如用于信用评估) ꎻ

• 能够利用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 ( 如云计算服务、 数据库) 和数字交付渠

道降低交易成本ꎬ 提高交付效率ꎻ

• 能够利用核心商业 / 社交活动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协同效应 ( 如商业推广、

“ 红包” 文化) ꎮ

蚂蚁金服的系列金融产品ꎬ 包括支付宝、 余额宝、 蚂蚁花呗和网商银行ꎬ

都脱胎于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ꎮ 阿里巴巴最早涉足的金融产品是支付宝ꎬ
目的是方便淘宝网上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交易ꎮ 从本质上讲ꎬ 支付宝是将金融服
务和商业网络整合在一起ꎬ 利用了融二者于同一平台的便利性 ( 对消费者而
言) 和规模经济 ( 对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而言) ꎮ 余额宝、 蚂蚁花呗和网商银

行ꎬ 同样利用了它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ꎬ 如借助大量数字交易数据、 用户评级、
收益增长情况等ꎬ 从而能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行为与需求ꎬ 这使得蚂蚁金服得
以更好地管理风险及提供个性化的产品ꎬ 以及享有在支付宝生态系统中的客户
逾期或未按时还款时可在其支付宝账户扣款的便利ꎮ 鉴于上述原因ꎬ 此类比较
优势使得这些金融科技公司能更方便、 更快速地提供大规模、 低成本的金融
产品ꎮ
腾讯旗下的微信是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ꎬ 用户超过 ５ 亿人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微信的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财付通 ( 腾讯的第三方支付产品) 进行收、 付款ꎬ 并
可以提现到银行账户ꎮ 通过整合支付工具与社交媒体平台ꎬ 让用户能够将社交
和金融结合起来ꎬ 包括发 “ 红包” 或汇款ꎬ 这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
式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春 节 期 间ꎬ 通 过 财 付 通 发 出 了 超 过 ８０ 亿 个 微 信 红 包ꎬ 而

２０１４ 年只有 ２, ０００ 万个ꎮ

这些商业模式说明ꎬ 向已经处于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社交网络中的消费者提

供一系列相互补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商机巨大ꎮ 然而ꎬ 在这些网络之外的消
费者ꎬ 主要是低收入者、 农民和老年人ꎬ 从这些模式中却得不到普惠金融的好
处ꎬ 或所得好处十分有限ꎮ 因此ꎬ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上述特定商业模式的主要作
用在于: 通过为那些已经获得某种程度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更多的和 ( 或) 更
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深化普惠金融ꎬ 而非通过为 “ 最后一公里” 中的消费者


来源: “Ｏｖｅｒ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ＷｅＣ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ｑｚ ｃｏｍ / ６１３３８４ /

ｏｖｅｒ￣８￣ｂｉｌｌｉｏｎ￣ｒｅｄ￣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ｎｔ￣ｏｖｅｒ￣ｗｅｃ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ｙｅａｒ /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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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来拓宽普惠金融ꎮ 此外ꎬ 这一系列相互补充的服务也未必能够满足消
费者所有未满足的需求ꎮ 对政策的启示在于ꎬ 这类商业模式并非是能让所有人
获得全面普惠金融的灵丹妙药ꎬ 必须辅之以其他商业模式、 精心设计的政策ꎬ
以及监管措施ꎬ 才能覆盖 “ 最后一公里” 中的消费者群体ꎮ

６ ４

鼓励市场参与和创新

“ 包容并观察” 监管方法有助于推动新型数字金融模式的初期发展ꎬ 但必
须辅之以积极的监控措施ꎬ 目标是及时构建能够解决数字金融伴生风险的监管
框架ꎮ
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致力于寻求促进创新和普惠金融发展ꎬ 与进行
必要的监管和监督二者之间的平衡ꎬ 以确保金融稳定、 金融诚信和提供者市场
行为的尽责性ꎮ 在实践中ꎬ 这意味着在明确的监管框架尚未形成时ꎬ 允许新的
金融服务提供者、 产品、 服务或商业模式进入市场ꎬ 从而让创新能够发展壮大ꎬ
同时也给予监管部门一些时间去探寻监管方法ꎬ 该方法应能实现多重政策目标ꎬ
能够真实反映市场动态和风险状况ꎮ
中国的经验表明了这种方法的优点ꎬ 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ꎮ 中国金融科技
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传统提供商 ( 如电子商务公司、 社
交网络公司、 众包平台、 纯互联网银行、 信用评分服务公司等) ꎬ 它们基本上在
没有明确相关监管框架的情况下开展经营ꎬ 能够以创新的产品和交付模式低门
槛进入市场ꎬ 在某些情况下还实现了大规模发展ꎮ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ꎬ 传统
金融服务提供者反而更多受制于现有监管框架的规定ꎬ 以及现有市场发展态势
的激励 ( 或抑制) 结构ꎮ “ 包容并观察” 方法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规模大、 活
力强、 竞争充分的金融科技行业ꎬ 表明该方法对于实现促进金融创新的政策目
标是有利的ꎬ 但该行业某些参与者中频繁出现的欺诈和不当行为ꎬ 也引起了其
他考虑类似方法的政策制定者的潜在关注和思考ꎮ
因此ꎬ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已经从 “ 包容并观察” 的方法迈向为新提供
 ２０１４ 年之前ꎬ 与数字金融服务相关的许多明确的监管行为针对的是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ꎬ 这些规定包括

中国银监会在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 «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和 « 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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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新产品政策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框架ꎬ 以确保金融体系长期诚信和稳定ꎬ
以及对消费者的充分保护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出台了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 简称 « 指导意见» ) ꎬ 这是在几家金融科技公司已成长为行业巨
人后ꎬ 向建立金融科技全面监管框架迈出的重要一步ꎬ 也是相对于之前采用的
零敲碎打式 “ 包容并观察” 方法的重要进步ꎮ « 指导意见» 明确鼓励发展已有
的和新的数字金融服务ꎬ 但强调这些服务应限于小额交易ꎮ 它还鼓励金融科技
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更好地合作ꎮ 通过将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的能力、 效
率ꎬ 与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已有的操作和合规架构、 客户关系ꎬ 以及物理网络
相结合ꎬ 这样的创新性合作也为更好发展普惠金融带来了重要机遇ꎮ 更重要的
是ꎬ « 指导意见» 明确了不同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责ꎬ 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
加强监管的若干领域ꎬ 包括备付金管理、 信息安全、 反洗钱、 信息披露和透
明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中国启动了跨部门的专项整治ꎬ 以化解金融科技风险ꎬ 促
进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ꎬ 并建立了清晰的标准ꎮ

当然ꎬ 也需要仔细考量如何监测和管理伴随着新机构、 新产品和新技术而
产生的风险ꎮ 例如ꎬ 针对 Ｐ２Ｐ 网贷行业所采用的 “ 包容并观察” 方法并非没有

代价ꎮ 据报道ꎬ 中国至少有 １００ 万投资者因 Ｐ２Ｐ 网贷平台的欺诈而遭受损失ꎮ
这样的教训提醒我们ꎬ 数字金融风险 ( 特别是与金融安全、 欺诈以及消费者保
护相关的) 必须受到密切关注ꎮ 正如第五章中所述ꎬ 风险监控和管理工作时刻
不能放松ꎬ 且仍然是一项艰巨挑战ꎮ
中国成功促进了金融科技行业迅速成长ꎬ 而该行业的成长又有利于普惠金
融更好地发展ꎮ 如果其他国家想取得同样的成功ꎬ 不妨对非传统金融服务提供
者和产品采取 “ 边试边学” 的监管方法ꎬ 而非 “ 包容并观察” 方法ꎮ 根据中国
的经验ꎬ 可以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是对未受到监管的新兴金融服务提供者进行
积极监测ꎬ 监测内容包括发展规模、 稳定风险、 诚信风险和消费者保护风险ꎻ
二是发布高级别的指导原则或风险警示ꎬ 引导市场健康发展ꎻ 三是出台专门的
监管框架ꎬ 内容包括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和许可程序、 审慎要求、 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规定ꎬ 以及监督权力、 责任和职能ꎮ 重要考虑因素是积极监控风险ꎬ
并选择适当的时机发布高级别原则和 ( 或) 规定ꎬ 因为如果观察到市场有风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ꎬ «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ꎬ ２０１５ 年ꎮ

例如ꎬ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互联网支付业务ꎬ 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网络借贷业务ꎬ 中国证监会负责监

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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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ꎬ 则向这个阶段的转变不应被过度延误ꎮ
金融管理部门或许也可考虑采纳 “ 监管沙盒”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的方

法ꎬ 与 “ 边试边学” 方法相比ꎬ “ 监管沙盒” 有更多结构性内容ꎬ 并且同样能
够为创新留下空间ꎮ 在明确的原则指导下ꎬ 通过豁免或调整监管政策ꎬ 包括有
关顾客数量、 测试产品或服务的余额或价值等具体要求ꎬ 以及专门的监测和报
告要求ꎬ “ 监管沙盒” 方法能够为新技术在市场的使用和测试提供一个温床ꎮ
测试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 例如 ６ 至 １２ 个月) ꎬ 在此期间金融管理部门可以在评
估风险的基础上完善规则ꎮ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ꎬ 最终建立的明确的监管框架应能直接解决与创新相关
的风险ꎬ 同时要考虑数字金融模式的多元性ꎮ 中国的经验表明了这种监管方法
的价值ꎬ 即在强调积极监控和迅速化解风险必要性的同时推动创新ꎮ 最终目的
是创造一个公平的、 能平衡各方合理诉求的监管环境ꎬ 创造一个与金融科技公
司和数字金融所带来的风险 ( 包括稳定、 诚信和消费者保护风险) 相称的监管
环境ꎮ

６ ５

推动政策试点创新

只要试点项目符合财政及商业长期可持续原则ꎬ 那么试点就能够成为政府
检验和衡量普惠金融相关政策措施的有用工具ꎮ
本报告多次提及ꎬ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保监会、 财政部等在内的
相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ꎬ 通过开展政策试点 ( 即政府发起的小范围探索性试验
项目) ꎬ 引入新的作法和模式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开展了许多政策试点项目ꎬ 这些试点项目最初由一系列临时性政策所引领ꎬ
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监管规则ꎮ 随着试点的开展ꎬ 对临时性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ꎬ
并且当试点项目取得成功后ꎬ 临时性举措就会成为正式的官方政策并在全国推
广ꎮ ２００５ 年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ꎮ 考虑到已有的
银行业法律和监管框架施加的限制ꎬ 同时吸取之前银行小额贷款扶贫和非政府
组织主导的微型信贷项目的经验教训ꎬ 管理部门试点了一项新的制度性安排


此种方法已经被马来西亚、 新加坡、 英国等国采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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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贷款公司) ꎬ 作为发展微型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业竞争的一项战略ꎮ 这一
模式后来被加以改进并纳入了国家监管框架ꎮ 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启动及后
来的全面铺开ꎬ 以及政府转移支付的数字化ꎬ 也都采取了试点的办法ꎬ 即首先
在若干个省内启动ꎬ 然后进一步改进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开ꎮ
中国的经验表明ꎬ 政策试点往往能够为金融管理部门提供独特的机会ꎬ 让
他们能够 “ 干中学” ꎬ 并在风险管理与政策创新间加以平衡ꎮ 进而言之ꎬ 政策

试点可能在政治上也具有吸引力ꎮ 小规模和试验性质的政策试点能够降低风险ꎬ
进一步鼓励地方上的试验和创新ꎬ 这在那些存在明显市场失灵的地区 ( 例如非
常偏远的地区和农村地区) 尤为必要ꎮ 在很多情况下ꎬ “ 试点” 地位为项目提
供了一定程度的政策或监管上的权宜空间和灵活度ꎮ 因此ꎬ 政策试点是检验解
决政策和监管框架约束问题方式方法的一个有用工具ꎮ
一些政策试点涉及新的商业模式 ( 例如助农取款服务) 或机构类型 ( 例如

小额信贷公司) ꎬ 采取的是 “ 自上而下” 的方式ꎮ 因此ꎬ 特别需要管理部门确
保在推动的过程中不忽略长期商业可持续性ꎬ 最好能够在试点大规模推广前证
明其具备长期可行性ꎮ 在这方面ꎬ 管理部门也要设计好试点的 “ 退出战略” ꎬ
并且要预期到在试点结束以后可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试验和调整ꎬ 以确保长期
成功ꎮ

６ ６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确保消费者能够受到公平对待ꎬ 能够获得公开透明的产品、 服务ꎬ 以及救
济安排ꎬ 是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职责ꎬ 这一职责必须与普惠金融同步推进ꎬ 并跟
上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的步伐ꎮ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助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ꎮ 与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ꎬ
消费者通常在实力、 信息和资源方面都不对等ꎮ 特别是当那些过去无法获得金
融服务或服务不足的消费者第一次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时ꎬ 这些不对等尤为明显ꎮ
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正是要解决这些不对等问题ꎬ 保护消费者权益ꎬ 从而确保
普惠金融能够真正惠及消费者ꎬ 同时也能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和稳健ꎮ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ꎬ 中
国也不例外ꎮ 近年来ꎬ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迈出了重要步伐ꎬ 为强化金融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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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体系奠定了基础ꎮ 中国发布了相关监管规定和指导意见ꎬ 内容涵盖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ꎬ 如信息披露要求、 商业行为准则、 纠纷解决机制等ꎬ
同时各金融管理部门内部都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ꎮ
中国的经验表明ꎬ 消费者保护必须与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同步推进ꎮ 在中
国ꎬ 专门针对金融业的消费者保护法律缺乏ꎬ 监管活动的预见性尚需提高 ( 例
如加强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 ꎬ 强有力的执法手段匮乏ꎬ 各消保部门之间的协调
有待加强 ( 特别是针对跨产品、 跨市场的问题) ꎮ 这些情况说明ꎬ 中国距离建
立完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ꎬ 仍然有一段路要走ꎮ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享受到正规金融服务ꎬ 并接触到各种创新
性的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ꎬ 虽然从普惠金融的角度看这都是好事ꎬ 但必然会带
来新的或更多的消费者保护风险ꎮ 如上文所述ꎬ 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方
面的不足所导致的潜在脆弱性ꎬ 会随消费者进入正规金融体系进程加快和规模
增大而被放大ꎮ 一些例子可用来说明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风险: Ｐ２Ｐ 网贷平台老
板带着投资者的钱 “ 跑路” ꎬ 每天都有普通个人投资者由于未能充分了解财富
管理产品和 ( 或) 遭遇误导销售而导致积蓄受损ꎮ 中国的经验提醒我们ꎬ 必须
不断充实和强化现有监管框架ꎬ 确保其能够合理覆盖与数字金融有关的各类风
险ꎬ 而不论这些风险与哪一方面有关 ( 数字化交付ꎬ 数据保护与隐私ꎬ 消费者
数字金融能力不足ꎬ 创新性产品及其相关风险有针对性的披露要求ꎬ 或是处于
监管者现有监管范围之外的新型金融服务提供者或商业合作安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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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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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在很多国家ꎬ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金融管理部门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ꎬ 这也
包括中国ꎬ 中国近年来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ꎮ 为了分享中国经
验和模式以推动全球普惠金融发展ꎬ 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撰写了
«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 实践、 经验与挑战» (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在
中国人民银行及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正式发布 ( 中英文) ꎮ

报告总结了中国过去 １５ 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方法和模式ꎬ 将中国普惠金融发

展进程与其他相近经济体进行了比较ꎬ 并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经验中的关键进
展和要素ꎮ 报告也指出了中国普惠金融仍然面临的挑战ꎬ 并总结了可供其他国
家政策制定者借鉴的主要经验ꎮ
在联合报告写作过程中ꎬ 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良好协作和充分
沟通ꎬ 使得报告得以顺利完成ꎮ 报告还受益于原中国银监会、 原中国保监会、
财政部等部委ꎬ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司局、 分支机构ꎬ 世界银行集团相关部门和
专家ꎬ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普惠金融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建议和反馈ꎮ
为推动全球普惠金融领域的知识分享和同侪学习ꎬ 双方决定将报告 ( 中英

文版) 正式出版ꎮ 在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公开发布版本的基础上ꎬ 此次出版仅对版
式、 格式做了细微调整ꎬ 其余未作改动ꎮ

作者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ｗａ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ＷＢＧ)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Ｄａｎｇｗｅｉ Ｂａｉ (ＰＢＯＣ), Ｒｕｎｄ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ＰＢＯＣ), Ｔｉａｎｄｕ Ｗａｎｇ ( ＰＢＯＣ),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ｈｉｅｎ ( ＷＢＧ),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ＷＢＧ).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ｒａｆｔｅｄ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１, ４, ａｎｄ 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ＢＧ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ｒａｆ￣

ｔｅｄ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２, ３, ａｎｄ ６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ｈａ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Ｘｉａｏｘｉａｏ Ｌｉ (ＰＢＯＣ) ,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Ｆａｎ(ＰＢＯＣ) , Ｓｉｈｕｉ Ｆｅｎｇ(ＰＢＯＣ) , ａｎｄ Ｙｉ Ｙａｎ(ＷＢＧ) . Ｔｉａｎ Ｗａｎｇ(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Ｊｉａｎ Ｃｈｅｎ (ＷＢ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Ｌｉｐ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ｒａ
Ｅｓｔｅ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ｙｌ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ｃ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ｌａｙ￣

ｏｕ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ｅｉ
Ｚｈｏｕ(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Ｆｅｉ Ｃｈｅｎ(ＰＢＯＣ) .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ｎｊｉａｎ Ｙｕ (ＰＢＯＣ) , Ｔｉａｎｑｉ

Ｓｕ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 Ｓｈａｏｇａｎｇ Ｍａ (ＰＢＯＣ)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ａｒｃｅ (ＷＢＧ) , Ｊａｍｅｓ Ｓｅｗａｒｄ (ＷＢＧ) , Ｉｒｉｎａ Ａｓｔｒａｋｈａｎ (ＷＢＧ) , ａｎｄ Ｎａｎｃｙ Ｃｈｅｎ
(ＷＢＧ) .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ｉｓ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ＷＢＧ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ａｒｃｅ,

Ｈｏｏｎ Ｓｏｈ, Ｊｉｎｃｈａｎｇ Ｌａｉ, Ｈａｒｉｓｈ 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 Ｆｉｏｎ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Ｓｅｒａｐ Ｇｏｎｕｌａｌ,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ｒｉｃ Ｄｕｆｌｏｓ(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Ｗｅ ａｌｓｏ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ＢＲＣ),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ＲＣ)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Ｆ) ,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ＢＯＣ

ＡＣＲＯＮＹＭＳ ＡＮＤ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１ＲＭＢ ＝ ＵＳ＄ ０ １５ 

ＡＢ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ＭＬ / ＣＦＴ

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ＴＭ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ｌｌ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ＡＤＢ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Ａ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ＣＢＲＣ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ＣＢ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ＣＣＢ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ＣＲＣ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ＢＯＣ

ＣＤＢ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Ｄ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ＩＲＣ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Ｆ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ＮＡＰＳ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ＰＭＩ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ＲＳ

ｃａｓｈ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ＳＲＣ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ＵＰ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ｏｎＰａｙ

ＥＡＰ Ｌ￣ＭＩ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Ｓ ＄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ｏｎ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ｄｅｒｓ

１３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Ｔ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ＦＣＰＢ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ＰＢＯＣ

ＦＩＰ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ＮＩ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２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ＧＰＦ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Ｃ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ＬＰ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Ｂ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ＣＢ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Ｆ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ＩＭＦ)

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ＪＤ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ＬＴＤ

ｌｏａｎ￣ｔ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ＣＣ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ＩＣ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ＮＯ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Ｍ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ＳＥ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ＳＭＥ

ｍｉｃｒ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ＮＥＥ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ＮＦＣ

ｎｅａ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ＩＦ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ＰＬ

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ｏ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２Ｐ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ＡＣＲＯＮＹＭＳ ＡＮＤ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ＦＩ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ａｌｅ

ＰＳＢＣ

Ｐｏｓ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ＣＯＰＢ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

ＲＣＯＭＢ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ＣＣ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ＭＢ

ｒｅｎｍｉｎｂ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ＭＣＣ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Ａ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ＡＣＣＯ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ＵＳ＄

Ｕ 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ＶＴＢ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

ＷＢＧ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１３３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ｓ(ＲＣ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ｇｅｎ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ｈ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
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ｔｏ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ｖ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ｒｉｃ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ｓ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Ｙｅ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ｄ ｕｐｏｎ ｂｙ ａｌ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ｗｈｏｍ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ｐａｓ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
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ｈａ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１３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ｄ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ｇｒｏｗ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ｙ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 ｗｈｉｃｈ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ａｎ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ａ ｃｌｅａ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ＭＳＥｓ) ,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１ １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ｏｎｅ ｉ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ｕ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ＰＦＩ) ,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ＦＩ) ,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ＷＢＧ) . Ｔｈ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ｕｍｓ ａｌｌｏｗ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ｉｃｈｅ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Ｙｅｔ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ｌｌ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ｉｇｈ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ｏ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
ｅａｓ ｖｉ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ｎａｍｅ ｊｕｓｔ ａ ｆｅｗ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ｕｓ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ｗｒｉｔｔｅ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ＢＧ—ｉｓ ｔｏ ｓｈｏｗｃａｓ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ｌｌ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ｓ￣
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ｕｉｌ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ｏｗ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ｉｌｌ ａｓｓ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ｎ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ＣＴ)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ｅｐ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ｎ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２０１５) .

１３７

１３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ｒ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ｃａ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ａｎｄ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８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５ ａｎｄ ６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
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ｋｅ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ｂ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１)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ｅ.ｇ., ｂａｎｋ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 (２)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ｅ.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ａｎｄ(３)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 ｇ.,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ｉｎ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ｗ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ＳＥｓ)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ｏｍ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ｓｈａｒ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ＦＩＰ) (ｓｅｅ ＢＯＸ ２ １) . Ｔｈｅ ＦＩＰ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ＭＳ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ａｉｍ,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ｏｎ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４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ｅ￣

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ｕｃｈ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ｌｅａｒ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２ １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ａ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ｌｌ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ＴＭｓ) ,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ｏ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ｈｉｍ ｏｒ ｈｅｒ ｔｏ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ｌｉｋ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ｅ. ｇ. ,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ｌｏ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ｓ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ｌａｃ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 ＣＨＦＳ) , ４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ｈ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ＯＸ ２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ｂｅｇｉｎｓ ｂｙ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ｔ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ｏ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 ｆｕｌｌ ｓｕｉ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ｈｏ ｃａｎ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 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ｆ￣

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ＰＦＩ)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ｇ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ｔ ａ ｃｏｓｔ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ｃ￣
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ＦＩ(２０１１) ; ＧＰＦＩ(２０１１)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４)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ｒａｔｉ￣

ｏｎａｌ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ｌｏｗ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ｏｌｌｏｗ￣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ｉｒｔｙ￣ｆ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ｃｈｏ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ｂａｎｋ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ｓａｌａｒｙ / ｗａｇｅｓ ｏ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ｈａ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ｈｏｕｒｓ” ; 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ＡＴＭｓ” ;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ｈｏｓ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ｌｏｗ ｆｅｅ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ｕ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 ｓｍａｌ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ｏ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ｅｅ Ｂａｎｊｅ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３) ; Ｂｒｕｈｎ ａｎｄ Ｌｏｖｅ(２０１４) ;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ｄｅ(２００５) ; Ｓａｎｆｏｒｄ(２０１３) .

１４１

１４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Ｕｎｔｉｌ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ｅｎ ｖａｓｔｌｙ ｏｕｔｗｅｉｇｈ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ｕｓ
ｕｎ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ｓｏｍ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ｗｅ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ｒｖ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ＶＴ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ＳＡＣＣＯｓ)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ｒｅａｃｈ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ｃｏｓｔ,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Ｙｅｔ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 ｍｏ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ｅｘｔｅｎ￣
ｄ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ｈａ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ｖｅｎ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ｏｒｓｔｅｐ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 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ｃｏｓ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ＴＭ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ｎｏｎｂｒａｎｃ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ａｒｅ 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１３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ｍａｎｙ ＡＴＭｓ
ａ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Ａ ｂｒｏａ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ｂｙ ｂｏａｔ, ｍｏｔｏｒ￣
ｂｉｋｅ, ｏｒ ｖａｎ(ｅ.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ＴＭｓ(ｅ. ｇ.,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ｔ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ｋｉｏｓｋｓ(ｅ. ｇ.,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ｕ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ｋｅｙ 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ｕ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ＩＭＦ ＦＡＳ(２０１６) .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ｔｏｒｅｓ, ｐｏｓ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ｔａｉｌｅｒ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ｅ￣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ａｌｅ(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ａｎｄ / 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ｔａｉ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
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ｒｅａｃｈ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Ｒｅｔａｉ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ｕｔｐａｃｅ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ｒａｚｉｌ, Ｃｈｉ￣
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ｕ.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ｅ￣
ｖｅ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ｅｗ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ｎ ｆｕｌ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ｕ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
ｆｉｔ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ｏｓｅｄ ａ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Ｔ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ｅｎａｂｌｅｄ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ｒｏｍ ｌｏｗ￣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ｕｐ￣ｆｒｏ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ａｎ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 ２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４４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ｅ ｔｏ ｐｏ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ｅｑｕ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ｓｅ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ａｒ￣
ｇｅ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Ｋｕｍａｒ(２０１１) .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ｉｓ 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 １４０



ＩＭＦ ＦＡＳ(２０１６)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ＰＳＳ(２０１６)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ｒｉｅｎｎｉ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１４３

１４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ｂｕｔ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ｆｅｒ ａ ｍｏ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ｋｅ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ｕｒｅａｕｓ) ,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ＭＣ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ｎｌ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ｏｐｅ(ｉ.ｅ.,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ｕｎｔｙ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ｅｎｔｒ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ｅｔ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ｎ 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ｕ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ｒｏａ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ａｓｈ￣ｉ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ｍｐｅｄ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ｎ ｆｕｌｌｙ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ｌｉｋ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ｖｅｎｕ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 ｆａ￣
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ｉ.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ｏ ａ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ｓａｇｅ (ｉ. ｅ.,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

ｈｅｎ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ｓ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Ｅａｓｅ(ａ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ｅｒ) ｓｔｉｌｌ ｓｕｂｍ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ａｉｓ￣
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 ２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ｏｓｅ ｎｅｅｄｓ ａｔ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ｓ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ｉ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ｔｈｅ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ｏ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ｄｒｉｖ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ｎｔ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ｐｏｏｒｌｙ ｓｕｉ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ｎ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ｓａｇｅ, ｏ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ｈａｒｍ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ｓｅ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ｓ ｃｉｔｅｄ ａｓ ａ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ｅｌｌ ｓｕ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ｍａ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ｏ ｏｒ ｌｏｗ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ｆｅ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ｖｅｒｄｒａｆ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ｒｇ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４) .

１４５

１４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ｕｍｅｒｓ,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ｖｅｒ ｓｈｏｒｔ ｃｙ￣
ｃ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ｅ.ｇ.,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ｕｎｌ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ｆｉ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ｐａｒ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ｏ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ｌ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ｂｉ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ｒｅｍｉｎｄｅｒｓ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ｇａｉ￣
ｎｉｎｇ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ｔ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ｅｎｔｒ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ｈｉｃｈ ｇｏ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ｇｒｏｗ￣
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ｂｙ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ｎｅｗ 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ｂｏ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ｒ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ｌｏ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ｙ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


ＭｃＫａ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ｔｚｅｒ(２０１３) ; Ｋｉｌａｒａ ａｎｄ Ｒｈｙｎｅ(２０１４) .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ｌ ｐｏｓｅ ｒｅ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ｓｔ ｔｏ ａ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ｉｓ 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ｂ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 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 ｓｔ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 ｓａｆｅ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ｔ ａｌｌ ｔｉｍｅｓ,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ａｎｄ
ｕｓｅ ｗｈｅｎ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ＢＯＸ ２ ２,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ｏｓｔ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ｈｏｃ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ｅ. ｇ.,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ｅ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ｔｃ) . Ａ ｓａｆｅ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ｓａｖｅ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ｓ, ｗｈｏ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ａｖｉｎｇ—ｉｎ
ｃａｓｈ, ｉ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ｆｔ ｏｒ ｌｏｓｓ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
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ｌｏ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ａｎｓ,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 ｈｏｍ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ｏａｎｓ, ｅｔｃ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ｔｅｎ￣

１４７

１４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ｉａｌ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ａ￣
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ｔ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ｓｔ ｔｈａｔ ｒｅａｃｈ ａ
ｍｕｃｈ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ｖｉ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ＢＯＸ ２ ２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ｉｓ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ｍ ｔｏ ｓｔ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ｄ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ｍｏｓｔ ａｄｕｌｔｓ ｍａｋｅ 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ａｄｕｌｔｓ ｓｅｅｋ ａ
ｓａｆｅ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ｓｔ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ＦＩ)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ＰＭ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ＢＧ,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ｍｏｎｅ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ｈ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ｎｋ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 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ｌ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ｈ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ａ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
ｃｅｉｖ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ｉ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ｏｎｅｙ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ｂｙ ｂａｎｋｓ, ｏｔｈ￣
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ａ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ａｋ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ｆ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ＷＢＧ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Ｄｒ Ｊｉｍ Ｋｉｍ ｍａｄ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ｇａｐ ｉ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２０１３ ｗｈｅｎ ｈ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ｂｙ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ｏ ｏｗｎ ａ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ｊｕｓ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ｉ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ＦＩ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
ｒｏｕｎｄ ｓｅｖｅ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
ｔ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ｏｒ ｈｉｎ￣
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２ 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ｉｔｓ ｒｅａｃｈ ｔｏ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ｏ ｓｏ

１４９

１５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ｆａｉｌｓ ａ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ｌｏｎｅ ａｒｅ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ｔｈｉｓ ｆｕｌｌ ｒａｎｇｅ ｔｏ 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ａ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ｒ￣
ｋｅｔ ｎ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ｓ,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ｏｓｔ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ＭＮＯｓ) , ａｎｄ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 Ｐｏｓｔ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ｔ￣ｂａ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ｂｒｏａ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ｉｒ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ｒｖｅｄ Ｏｎ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ｌａｃｋ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ｇｉｖ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ｕｓ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ａｎ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ｓｅｒ￣
ｖｉｎｇ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ａ ｒｏ￣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ｉｍａ￣
ｒｉ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ａｔａ(ｅ.ｇ.,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ｔｅｎ ｄｅ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ｗ￣ｉｎ￣
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ｌ￣
ｌｏ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ｅ. 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ｅ.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ａｖ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ｗｈｅ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ｃａ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ｎｄ ｔｏ ｓｕｃｈ ｆｉｒｍｓ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ＦＩ)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ＰＭ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ＢＧ,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ｆｕｎｄ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ｒ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ｐｒｏ￣
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ｕｎｋ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ｎｅｗ ｏｒ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ｖｉａ ａｎｔ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ｈｉｎ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ｒｅ￣
ｔａｉ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ｄｅｔｒｉ￣

１５１

１５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ｎ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ｌｙ 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ｃａｐ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ｍ￣
ｉｔ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ｐｏｏｒ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１) ｗｅｌ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２) ａ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３) ａ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 ４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ｌ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ｅａ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ａｉ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ｓ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ｅｒ ｈａｒｍ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ｎｅｗ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ａ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ｅｔｓ ｃｌｅａｒ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ｉｎ ｏｎｅｓ ｂ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２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ｙ ｄｉｓｔｒｕｓ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 ｏｒ ｍａｙ
ｂｅ ｕｎ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ｒ ｕｓ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
ｉｚ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ｂｙ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ｎｅｗ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ＦＩ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ｅｄｅ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ＦＡＴ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ａ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ＦＡＴ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ｄｕｅ ｄｉｌｉ￣
ｇｅｎｃｅ(ＣＤＤ)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ｅａｒ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 ｎ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ＡＴ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ｏｕｔｗｅｉ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ａ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ｖｅｒ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ＭＬ / ＣＦＴ)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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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ｈｅｒｅｉｎ ｉ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 , ｔｈｅ ＷＢ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ＩＭＦ ＦＡ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ＷＢ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ｒｖｅｙ
(ＧＰＳＳ) , ｔｈｅ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Ｇ￣２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ＰＦＩ)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ＢＯＣ)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２０ ＨＩＣ) ,

２) Ｇ￣２０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２０ ＭＩＣ) ,

３)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ＡＰ Ｌ￣ＭＩＣ) , ａｎｄ
４)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 .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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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ＢＢＲＥＶ￣ ＃ ＯＦ Ｃ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ａ

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ＴＲＩＥＳ

—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３７８, ６６５, 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ＧＮＩ ＰＥＲ

(％ ＴＯＴＡＬ)

(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３ ２

ＣＡＰＩＴＡ
８, ２６０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ａｎａ￣
ｄ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ｔａｌｙ;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２０
ＨＩＣ

１２

Ｊａｐａｎ; Ｋｏｒｅａ, Ｒｅｐ ; Ｒｕｓ￣
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

８８, １７０, ７０４

１７ ８

３４, ９９０

３４２, ６５０, ２３２

３４ ６

６, ６０３

７４, ０１８, ０２５

４８ ６

５, ２８０

８３, ６６９, ７７７

４７ ２

３, ０３０

ｂ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２０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２０
ＭＩＣ

６

Ｂｒａｚｉｌ,

Ｉｎｄｉａ,

Ｍｅｘｉｃｏ,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ＡＰ
Ｌ￣ＭＩＣ

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Ｃｏ￣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ｏｍｂｉａ;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

１２

Ｉｒ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 ; Ｋｅｎｙａ;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ｅｒｕ; Ｓｕ￣
ｄａ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Ｕｚｂｅｋｉ￣
ｓｔ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６

Ｎｏｔｅ: “Ｌａｒｇ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ｄｕｌ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ｖｅ 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 ＷＢ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２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ＧＮ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 

３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ＴＭ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ｔｓ—ｉｓ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Ｇ￣２０ ＨＩＣ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ＭＩＣ ａｎｄ Ｌ￣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ｄｉａｎ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ａｓｔ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 .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ｇ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Ｇ￣２０ Ｈ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Ｇ￣２０ ＭＩＣ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ｌｌ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Ｔ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Ｇ￣２０ ＭＩＣ, ｍｅｄｉａｎ ＥＡＰ Ｌ￣ＭＩＣ, ｏｒ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Ｇ￣２０ ＨＩＣ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ｙ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ｉｚ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ｅ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ａｔｅ(８８ ａｇｅｎｔｓ ｐｅｒ
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ｄｕｌｔｓ [ ａｇｅ １５ ＋ ]) ｉ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８４ ａｇｅｎｔｓ ｐｅｒ
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ｄｕｌｔｓ) , ｂｕｔ ｌａｇ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Ｋｅｎｙａ(１５６) , Ｐｅｒｕ(３４４) ,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５０５)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 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ａｎ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 ｎｏｒ ｄｏ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ＭＦ ＦＡＳ ２０１６; ＷＢＧ ＧＰＳＳ ２０１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ｍａｎ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ｇ.,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ｒｅｌｙ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ｅ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ｏｒ ｂｕｉｌｄ
ｏｆｆ ｄａｔａ ｇｌｅａ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ｓ



ＰＢＯ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９８３, ４００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ＩＭＦ ＦＡＳ ２０１６, ＧＰＳＳ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７

１５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９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ｏｒ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ａｓ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２)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ｊｕｓｔ ｏｖｅｒ ｈａｌｆ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ｉｌ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Ｇ￣２０ ＨＩＣｓ, ｉｓ ｆａｒ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ＭＩＣ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ａｙ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２０１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２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３ 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ｂｕｔ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ｓｕｒｖｅｙ, ７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ｗｎｉｎｇ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ｐｏｓ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ｅ￣ｍｏｎ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３).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ｈ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２０１４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 ｉｓ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８) .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Ｂ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ｂｅ ａｂｏｖｅ ９０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
ｄｅｒｔａｋ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 ｉ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ａｓ ２０１１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ｒｅ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４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ｆｅｌｌ ｊ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７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３６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ｔｏ ９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ａｎａｄ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

ｄｏｍ(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４) .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Ｎ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ｆａｒ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ｉｔｓ ｐｅｅ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ＢＯＣ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ｅｓ 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 ｄａｔ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ａｓ 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 ｄａｔａ ｃａｎ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ｒ￣
ｍａ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ｗ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１５９

１６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ｒｅ ｍｅｔｒｉｃ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１４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５) . Ａｍｏｎｇ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ｓ ５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ｉｔ ｉｓ ４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Ｎｏｔ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５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Ｎ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ｃｋ ａ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４)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６) .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ｌｏｗ￣

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ｍｏ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ｒｕ￣
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ｒｉｔｙ 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ｎ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６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ｒｏｍ ｕｓａｇｅ Ｅｌｅｖｅ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ｈｏｌ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 ｉｓ ａ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３１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７) . Ｗｈｉｌｅ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ｃｏｕ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 ｄａｔａ, ２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ｏｗｎ ａ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

１６１

１６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２０ 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ｎｏｔ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ｗｈｉｌｅ １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ｌａｇ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２０ ＨＩＣｓ, ｉｔ
ｆａｒ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ｍｏ￣
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Ｇ￣２０ ＨＩＣ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ａ ｍｏｂｉｌｅ￣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４ ａｎｄ １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ｔｈｏｕｇｈ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ｅ￣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ｌｅｓ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ｏｗｎ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ｐａｒ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７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ｍａ￣
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ｏ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８) .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２￣

２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６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Ｇ￣２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７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４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６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ｆｕ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 ｐｏｒ￣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ｃｋ ａ ｓｔｏ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ｏｏｌ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ｏｐｅｎ ｕｐ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 ａｄｕｌ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ｏｗｎ, ｏｒ ｍａｙ ｃｈｏｏｓｅ ｎｏｔ ｔｏ ｏｗｎ,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ａ￣
ｓ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ｏｏ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ｕ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ｅ.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 ｔｈ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ｎｋｅｄ ｉｎ Ｇ￣２０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６３

１６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ｇｅ １５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Ｇ￣２０ ＨＩＣｓ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

１０

１０

２８

３３

２８

４

２９
１９

１３
３１
２８

１３
２４
１７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３ ３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７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ａｖｅｄ ｏｒ ｓｅｔ ａｓｉｄｅ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Ｇ￣２０ 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ｓ ｂｕｔ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ｉｎ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９) . Ｍｏｓｔ ｓａｖ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ｏ

ｓｏ, 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ａｖｉｎｇｓ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 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９ Ｓａｖ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３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ａｖ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ｔ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ａｖｅｒ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

ｖｅｌｏｐ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ｌｄ 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３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ｂｙ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ｅｅｓ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ａ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Ｇ￣２０ ＨＩＣｓ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ｂｕｔ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ｏｎｅ ｓｏ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３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ａ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ｉ. ｅ.,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ａｄｕｌ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０).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ｅｖｅｎ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ｊｕｓｔ ６￣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１６５

１６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ｗｎｉｎｇ 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ａｎｄ １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ｔ ３７ ａｎｄ ３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ｄｏ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ｂｅ
ａ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ｏｏｌ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ｕｓｔ ４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 ａｎｄ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 ｄａｔ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２Ｐ)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ｏｒ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ｎｏｔ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ｇａｐ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０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３ 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
ｅｄ, ｔｈｕ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ｄｏ ｅｘｉｓ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ＣＨＦＳ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Ｔｈｅ ＣＨＦＳ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８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ｇｅ(２１ 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ｌｉｋ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ｔｃ.,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９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５,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ｌｌ ａｇｅｓ) ｐｕｒ￣

ｃｈａｓｅｄ ｏｒ ｗｅｒ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ｍｏ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ｗｎｉｎｇ ａ 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ａｒｓ, ｔｒｕｃｋｓ, ｍｏｔｏｒｃｙ￣
ｃｌｅｓ, ｅｔｃ) , ９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ｖ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９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ｎｏｎ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７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ｏｗｎ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４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３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３ ５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ｒａｗｓ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ＢＧ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ａ)) ,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
ｔ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ｖ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
ｅｅ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１) Ｓｍａｌｌ,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５￣１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２)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２０￣９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３)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１００ 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Ｄｕｅ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ｏ Ｇ￣２０ ＨＩＣ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１６７

１６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ｅａｃｈ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ｎｅａｒｌ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９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ｗｎｉｎｇ ａ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ｒ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１) . Ｅｖ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９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ｗｎ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ｆａ￣
ｖｏｒａｂｌｙ ｗｉｔｈ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ｌｏｗ￣
ｅｒ,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ｖａｒ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３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５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ｆｉｒｍｓ(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２) . Ｉｎ￣

ｄｅ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ｉｓ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
ｉｓ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ｆａｒ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Ｎｏ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２０１３) ;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４) ;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１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２０１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 Ｓｕｄａｎ
(２０１４)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６) ;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ｍｓ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Ｎｏ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２０１３) ;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４) ;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１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２０１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 Ｓｕｄａｎ
(２０１４)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６) ;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ｎｏ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５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 ａｎｄ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ａｎ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ａ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ｃｉｔ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１６９

１７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Ｂ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Ｎｏ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２０１３) ;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４) ;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１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２０１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 Ｓｕｄａｎ
(２０１４)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６) ;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 ｆｉｒｍ ｉ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ｃａｎ ｂ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ｍａｎｙ ｗａｙｓ Ｏ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ＷＢ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Ｕｎｉ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ｎｏ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ａｙｂ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

ｚ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ｈａｓ ａｎ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ｈ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ｗ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ｃｈｏｓｅ ｎｏｔ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２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１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ｒｅ ｍａｙｂ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４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ＦＩＧ￣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ＵＲＥ ３ １４) .

Ｓｏｕｒｃｅ: Ｋｕｎｔｃｈｅｖ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４ 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ｉｓ ｔｏ
ａｓｋ ｆｉｒｍ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ｓｋ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ｒａｎｋ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２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ｓ (１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ｎｄ ｐｏｏ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５)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ｃｏｎｓｔａｉ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 ａｎｄ １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ＭＩＣ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７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ｌｏａｎ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ｈｉｓ ｉｓ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ｙ ＳＭＥｓ?”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ＧＩＡＷＢ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Ｍ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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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ｒｉｍａｒｌｙ ｆｕ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ｅ. ｇ.,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ｌ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ｅｔ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６) .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９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ｇ.,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ｓ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ｊｕｓｔ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ｕｓｅ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Ｇ￣２０ 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ＡＰ Ｌ￣ＭＩＣｓ ｔｏ ｕｓｅ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Ｎｏ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２０１３) ;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４) ;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１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２０１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 Ｓｕｄａｎ
(２０１４)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６) ;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５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Ｎｏ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２０１３) ;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２０１３) ;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４) ; Ｋｅｎｙａ (２０１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１５) ; Ｎｉｇｅｒｉａ (２０１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２０１３)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０１５) ; Ｓｕｄａｎ
(２０１４)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６) ;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 .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１６ Ｕｓｅ ｏｆ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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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ｎｙ ｐｈａ￣
ｓ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５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ＲＣＣｓ)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ｒ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００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ｈａｄ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ＲＣ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ｏｆ ２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ｏｎ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ｏｒ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２０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ＣＣ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ｄｕｅ ｉｎ ｐａｒｔ ｔｏ 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ＮＰ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ｍｏｎｅ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Ｂ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ｎ ｌｅｎｄ￣



Ｓｐａｒｒｅ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Ｄｕｆｌｏｓ(２０１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０)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 ３３４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 ｃｉｔｉｅｓ, ２, ８５０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３９, ７８９ ｔｏｗ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ＢＯＣ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２０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４２０, ０００;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ｔｏｗｎ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８, ７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９００

１７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ａ ｖａ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ｇａｐ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００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ａｓｉ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 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３)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ＳＥｓ) .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ｃｙ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ｋｅ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ａｒ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ｅ.ｇ., Ｐｏｓ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ＰＳＢＣ]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Ｃ]) ,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ＲＣＯＭＢｓ) ,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ＲＣＯＰＢｓ) , ａｎｄ ＲＣＣ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２ ｃｏｖｅｒｓ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ｓａｉ(２００６) ,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ｎｋ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ｗ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ｏｖｅｒｓｅｅｎ ｂｙ ｏｎ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ＢＲＣ) ,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ＳＲＣ) ,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ＩＲＣ) .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ＯＦ)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ＭＣＣｓ) .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４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ＲＣＯＭＢ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ＲＣＯＰＢ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ＲＣＣ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Ｂａｎｋｓ(ＶＴＢ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ＭＣＣｓ)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５

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

[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ＴＯＴＡＬ ＃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８６, ５９８(１２, ９９０)

６８, ９５３

ＣＢＲＣ

１３４

２８, ２３８(４, ２３６)

１６, １５６

ＣＢＲＣ

４０

４３６(６５)

１, ３８１

ＣＢＲＣ

—

ＣＩＲＣ

１２

１, １１４
１, １２５

４３, ４７３(６, ５２１)

１５, ３６６

ＣＢＲＣ

４９, ３０７

ＣＢＲＣ

７, ９５０(１, １９３)

２８, ２８５

ＣＢＲＣ

１, ２３８(１８６)

—

ＣＢＲＣ

２０, ２６８(３, ０４０)

２０３

１５, １２０(２, ２６８)

８, ６７３

—

１, ４４３
２６６

３, ７０９

—
—

—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ＣＢＲＣ

—

ＰＢＯ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ＢＲＣ, ＣＩＲＣ ａｎｄ ＰＢＯＣ. Ｄａｔａ ｉｓ ｏｆ ２０１６.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ｉａ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４ １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４ 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１７７

１７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ｍｏｓｔ ｎｏｔａｂｌｙ ｆｏｒ ｂａｎｋ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ｓ

４ １ １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Ｙｅｔ ｉｎ ｒｅ￣
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ｔｏ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Ｉｎ ２００７, ＣＢＲＣ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ｎ ｉｔ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ＣＢＲ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 Ｃｏｖ￣
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ｔｅｄ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ｖａｒｙ ｉｎ ｆｏｒｍ, ｂｕｔ ｍａｎｙ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ａｘ ｄ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ｓ,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ｄ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ｇｉｖｅｓ ａ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ｏｆ ＲＭＢ ２０, ０００(ＵＳ＄ ３, ０００) ｔｏ ｅａｃｈ ｂａｎｋ ｏｕｔｌｅｔ ｎｅｗ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ｒ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ａｎ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ｔａｐｐ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ｌｌ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ＴＭ) ａｎｄ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ａｌｅ(ＰＯ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ｘｉ￣
ｍａｔｅｌｙ ９２４, ０００ ＡＴＭｓ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６(３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４, ５３５, ０００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６(２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Ｔ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ＡＴ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
ｅａｓ) .
ＴＡＢＬＥ ４ ２ ＡＴ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ＴＭ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３３４

４１

４, ８２７

６０

５２０

３９

１０, ６３２

４２

３６

２２, ８２１

４１６
６１５
８６７
９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４３
４１
３７

７, １１８

１５, ９３５
２４, ５３５

％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５６
３３
２８
２８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２０１６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ＣＢＲＣ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ｓｍａｌｌ￣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

ｃｈｅ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Ｍｓ ｏｒ
ＣＲＳ(ｃａｓｈ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ＡＴＭ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ａｓｈ ｄｅ￣
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 ｈａｓ ｔｗｏ

１７９

１８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ｂｕ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Ｍ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ｂｌｅ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ｈｏｕ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ｙ 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 Ｂａｎｋ,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ｕ￣
ｄ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
ｃｅｉｖｅｄ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ａｐ￣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 ００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Ｓｉ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ｖｏｉｄ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
ｔｙ,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４８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ｏ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
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ｎｅｗ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ｅ ｉｎ ｕｎ￣
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ｓ Ａ ｋｅ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ｌ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
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ｐ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ｄｕｃ￣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ｅｄ ｔａｎｇｉｂｌｙ ａｎ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ｈｏｕ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ｃａｎ ｌｅｖｅｒ￣
ａ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ｍｏｒ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４ 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ｏｐ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
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ｋ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ｋｅ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ｕｙ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ｅｔｃ; ｌｅｎｄ￣

ｍｅｎｔ, ｂｕｙ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ｅｔｃ

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ｃａｐ(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Ｎ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ｃａｓ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ｃａｓ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ｉｎｇｌｅ￣ｅｎｔｉｔ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７５０, ０００)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ＢＲＣ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ｆａｃ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Ｔｏ ｂ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ｍｕｓ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 , ａｐｐｒｏｘｉ￣

ｍａｔｅｌｙ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６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ｏｒ ｇｒａｎ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８１

１８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ｙｅ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ａｎ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ｌｉｍｉｔ￣
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２０１０ ｔｏ ｔｅｓｔ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ｖｉａ 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ｉｌ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ＢＣ, ＰＳＢ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ｎ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ｓｅｅ ＢＯＸ ４ １) .



ＢＯＸ ４ １




Ｐｏｓ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ｅｌｐ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ＰＳＢＣ ｈ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０７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ＳＢＣ ｎｏｗ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 ０００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９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７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ＰＳＢＣ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ＳＢＣ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ＳＢＣ ｂｅｇａｎ ｄｅ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０,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ｔ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ｔｏｗｎ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ＳＢＣ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２１, ８８８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５４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ＰＳＢＣ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 ａｎｄ ｈａｄ ｓｅｔ ｕｐ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５２, ０００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ｆ ＰＳＢＣ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ｃａｓ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２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５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ｒａｎｔｓ” (４ ａｎｄ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３ ａｎｄ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ｆｉｖ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ｇｒａｎｔｓ” (１ ａｎｄ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１ ａｎｄ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１ ａｎｄ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ｆｏｏｄ ｓｕｂｓｉ￣
ｄｉｅｓ” (２ ａｎｄ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３ ａｎｄ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ＳＢＣ ａｌｓｏ ｓｔｒｉｖ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ｇ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ａ￣
ｆｅ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ｌｅ, “ｓｈａｎｇｙｉｔｏｎｇ” (ｅａｓ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ＳＢ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ｅｎ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ｔｒｉｃ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ｐｕ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ｒ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ＳＢＣ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ｏｎ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ｓｉｔ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ｉｓｓｕｅｄ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ｃａｒ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ｕｐ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ｉｌｏｔ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３,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ｖｅ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ｄａｉｌｙ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１, ０００ (ＵＳ
＄ １５０) ｐｅｒ ｃａｒ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ｖｉａ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ＢＯＣ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ｍｉｔ￣

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ｉａ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ＲＭＢ ２, ０００(ＵＳ ＄ ３００) , ｂｕｔ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ＰＢＯＣ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Ｓｈａｎｇｙｉｔｏｎｇ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ｂａｓ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ＰＳＢＣ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ｂａｎｋ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ｔ ｉ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ＰＳＢＣ

１８３

１８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８３, ４００,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９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

ｇｉｎｇ １ ８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ｐ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ｓｉｎｃ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ＢＣ ａｎｄ ＰＳ￣

ＢＣ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ｏｃ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ＣＣ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ｏｌ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ｅ.ｇ.,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ｐａｙ) .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ｅ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ｖａｒ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 ８０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ｉｎｇｂｏ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ｏｆ ｍｉｄ￣２０１７,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４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ｓ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ａｎｄ ２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

ｍｕｎｅ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１)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ｌｙ ５, ００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ｏｆ ｍｉｄ￣２０１７,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８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ｌｉｎｉｃｓ, ａｎｄ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ｏｍ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ｅ. ｇ., ａ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ｔｏｒｅ 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ｏｂａｏ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４９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ｔａｌｉｎｇ ＲＭＢ ４２４ ７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６３ ７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ｏｎ￣
ｙｅａ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１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５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ｎｌｙ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ｓ ＲＭＢ ４９３ (ａｂｏｕｔ ＵＳ

＄ ７４)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２)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６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ＭＢ ２, １３１ (ａｂｏｕｔ ＵＳ ＄ ３２０) .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２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ｊｕｓｔ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ｓ ＲＭＢ １０５(ａｂｏｕｔ ＵＳ＄ １６) .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ＢＯＣ (２０１６) .

１８５

１８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ｅｘｉｓｔ ｏｎ ａｇ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 ８０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ｉｎｇｂｏ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ｈａｄ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ｈａｄ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３￣３０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２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ｈａｄ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０￣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ｏｆ ｍｉｄ￣２０１７.Ｌｏｗ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ｍｏｄ￣
ｅｌ ａｌｌｏｗ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ｈｕ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ｔａｉ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ｏｏ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ｓａｌｅｓ Ｔｈｉｒ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ｍｏｓｔｌｙ ｌｏｃ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ＲＣＣｓ)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ｗｉｔｈ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ｕｒ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
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ｓ ｗｈｅ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ｈ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ｓ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Ｆｉｆｔｈ,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ｌｅ￣
ｖｅ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Ｎｉｎｇｂ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 ＰＢＯＣ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ｅｅｓ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ｂｙ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ｐｐ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ｔｅｎ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ｅ. ｇ.,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ａｓｈ￣ｉ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ｌｏｗ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ｕｃｈ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ｖｉａ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ｆ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ｓ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ｏ￣
ｍｉｓｅ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ＢＯＣ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ｇａｖ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ａｒｇｅ ａ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ｆｅｅ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ｈ ｂｕｓｉ￣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ｅｎ￣

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１８７

１８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ｔｏ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ｎｅｗ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ｅｉｌｉｎｇ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ｓｋ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ｌｌ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ｇｏ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ｄｅｅｄ, ｍａｎ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ｗ￣ｖａｌ￣
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ｏｐｅｎ ｄｕｅ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ｂａｎｋ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ｏｔｅｄ ａｎｅｃｄｏｔａｌｌｙ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ｅｖｅｒｙ
ｆｅｗ ｄａｙｓ, ｏｒ ｅｖｅｎ ｌｅｓ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ａｒｅ
ｌａｃ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ｖｉｅｗｅ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 ａｌ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ｉｓｋ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ｍｏｒ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ｓ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ｌｌ ｌｉｋ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ｂｙ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ＰＢＯＣ (２０１１) ; ＰＢＯＣ (２０１４)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ｐｏｏｒ ｏｒ ｎ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ｆｕｌ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ａｒｅ 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ｏ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ｏｗｎ￣ｌｅｖｅｌ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ｔｈｕ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ａｄｉｕｓ ｔｏ ｎｅａｒｂ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ｈａｎｇｙｕ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ｂｅｇ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 “ｂａｎｋ ｏｎ
ｗｈｅｅｌｓ”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ｎ ｗｈｅｅｌｓ” ｉｓ ａ ｂｕｓ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ＴＭ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ｂａｎ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ｉａ ３Ｇ Ｔｈｅ ｂｕ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ｓ ｍａｄ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ｅ., ｂｕｌｌｅｔｐｒｏｏｆ)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ｆ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ｎ ｗｈｅｅｌ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ｏｒ ｃｌｏｓ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ｋｅ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ｐａｙ ｂｉｌｌｓ, ｅｔｃ Ｉｎ Ｘｉａｐ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８９, ５００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ｏ ３３９, ３３０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Ｓｈｏｕ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ｎ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Ｂａｃｋｐａｃｋ Ｂａｎｋ ”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ｐａｃｋ Ｂａｎｋ” ｔｅａｍ ｖｉｓｉｔ ｒｅｍｏｔ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ｎｓｉ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ｓｕｂｍｉｔ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ｗｈ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ｌｏａｎ ｉｓ ａｐ￣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ｃｒｅｄ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ｐａｃｋ Ｂａｎ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ｖ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ｏｕｎ￣
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４ １ 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１８９

１９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
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４,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ｓｕｅｄ ２００４)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ＢＯＣｓ ｌａｒｇｅ￣ｖａｌｕ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ＲＣＣｓ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ｓ
ｔｒａｎｓ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ｉｓｓｕｅｄ ２００６)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ｉｓ￣
ｓｕｅｄ ２００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ｄ ２０１４) ,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ｇ.,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ｅｗ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ｆ￣
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ｒｅ￣
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
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ｂａｎｋ,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 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ｏｎＰａｙ(ＣＵＰ)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ＵＰ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Ｐ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０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ｏｔｈ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ｕｓｅ ｃａｒｄｓ ｖｉａ ＡＴＭｓ, ＰＯＳ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
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ｉｌｌｓ, ａｉｒ ｔｉ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ｈｏｔｅｌ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ｒｅ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ｖｉａ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ｌａｎｄｌｉｎｅｓ,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ＴＶ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ＮＡＰＳ) ,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ＰＢＯＣ ｏｐｅｒ￣
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ＩＢＰＳ) ,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ｆｅｒｓ ｎｅａ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ｂ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ＣＣＢ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ｕｎｄ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ｌｌ ｒｕ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ｎｋｓ Ｆｕｎｄ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Ｕｎｉｏｎｓ, Ｒ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ＲＣＯＰＢｓ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６,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ＢＯＣ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ＢＯ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ｂａｎｋ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３８２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２７ ＣＣＢ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

ｂａｎｋｓ, ２４８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ｎｋｓ) .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ｎｋｓ Ｆｕｎｄ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８０, ０００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ＣＣｓ, ＲＣＯＰＢｓ, Ｒ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ＶＴＢｓ 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ｓｈａｐ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ｄ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ａｓｈ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１９１

１９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ｌａｃｋ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ｕｃｈ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ｎｋｓ Ｆｕｎｄ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ｎｋｓ Ｆｕｎｄ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Ｐ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
ｉｅ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４ １ 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ａｙ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ｏ ｔｗｏ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１)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ｎｄ (２)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１９８５ ｂｙ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Ｊｉｎｋａ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ｖｉａ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ｎ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ｍｏｓｔ 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ａｉｄ ｆｏ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ＢＯＣ,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ｇｒｅｗ ｆｒｏｍ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８ 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ｂｏｔｈ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ｏｎ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ｇｒｅｗ ｆｒｏｍ １ 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５ ７ ｂｉｌ￣
ｌ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ＴＡＢＬＥ ４ ４) .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６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ｔｏ ７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

ｄｅｘ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１８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ａｉ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

ｔｏｍ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６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ｒｅｗ ｂｙ ｏｎｌｙ 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

ａ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ｉｏｒｓ ａｌｓｏ
ｓａｗ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ａｔ ｓａｉｄ,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ｅｄ ｅｘｉｓｔ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ｄｏｒｍａｎｔ ａｎｄ /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ｅｃｄｏ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ｓ ｏｗ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ｏｎｌｙ ｕｓｅ ｏｎｅ ｏｒ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ｌｙ, ｉｆ ａｔ ａｌｌ
ＴＡＢＬＥ ４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ｂ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１, ６３５
６９

１６４
—

Ｔｏ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５, ９３７

８１６

３, ８１７

４１１

５１

３４７

８０４
—

１７３
—

４６２
１３

９４

８５７

２２

４４７

１４

２６２

１９

５４２

１, ９７６

８, ３０３

１, ０８１

５, ６６０

—
—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

３２

—
—

３０
２

Ｎｏｔ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ａｌ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ａｒｙ ＰＢＯ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 ９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ｗｎ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３

１９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ｅｌｐ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ｂｙ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ｆｒｅ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ｓ 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ｅ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ｔ ｎｏ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 ｗｈｅｎ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

ｄｉｅｓ, ｔｈｕ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
ｏｕ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
ｄｕ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２０１５, ａ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 ７７Ｂ ｎｏｎ￣

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ｖｉａ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ａ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ＭＢ ３ １５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ｔｉ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ｌｏｗ￣ｖａ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ＢＯＸ ４ ７) .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ｐｉｌｏ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ｄｅ￣
ｐｌｏｙ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ｅ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ｐｅｎｅｄ

４ １ 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ｊｕｓ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ｔ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ａｎｄ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６,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ｇｒｅｗ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６,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１２５ 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ＭＢ ３, ６８７ ２４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５５３ ０９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３０４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２８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ｈａｓ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ｏ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ｏ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ｏｕｔｌｅｔ,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ＣＵＰ ｈ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ｔｒｉ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Ｐ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ｐｒｏｃｕｒ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Ｐ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ａｉｎ ｂｒ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ｓ ｍａｙ ｐａ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ｒｅ￣
ａｌ ｔｉｍ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ＵＰ,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ＲＭＢ ２０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３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ＲＣＣ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ｃｈｉｐ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ＳＩＭ ｃ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ｖｉａ ｎｅａ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ＦＣ) . Ｔｈｅ ｃｈｉ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ｏｎ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ｅｒｖ￣

１９５

１９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ｎ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ｔａｉｎ ｎｅｗ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Ｙｕｅｂａｏ￣ｌｉｋ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ｕｎｔａｐｐ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ｂｕ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ｃ￣

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ｏ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ｂｙ ｆｕ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ｆｏｒ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ｏｎ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ｕｅｂａｏ￣ｌｉｋ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ｈｅｌｐ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ａ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ｕｄ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ｈａｖ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ｄｅ￣

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ＭＳ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ｐａ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ｂ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ｂａｎｋ ｆｕｎ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ｐｅｄ ｂｙ Ｈｕａｘｉａ Ｂａｎｋ, ｃａｎ ｌｉｎｋ ａｌｌ ｏｆ ａｎ ＭＳ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ＭＳＥ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
ｔ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Ｉｎ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ｉｍ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ｔ ｆｏｒ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ｏａ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ｒｉｓｋ 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４) . ＣＢＲＣ ａｌｓｏ ｉｓｓｕ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ｗｈｉｃ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ｓ Ｇｏａｌ” :

• Ｌｏ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ＭＳＥｓ ｉｓ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Ｓ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ｉｓ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ａｎｄ

•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ＳＥ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ｏ ｍｅ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ｌｏａｎｓ,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ｌｏａｎ ｒ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ｓｏｍ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
ｐｏｒｔ—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ｓ Ｇｏ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ＣＢＲＣ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ＳＥ ｌｏａ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３ 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 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１９７

１９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ＭＳ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２４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

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ＭＳＥｓ ｇｒｅｗ ｂｙ １４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１ 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ｈａｖｅ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ｘ￣
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 ２０１０, ＰＢＯＣ, ＣＢＲＣ, ａｎｄ ＣＩＲＣ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ａ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ｏｕ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ＣＢＲＣ ｈａｖ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ｕ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ｔｌ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 ｆｏｒ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ｄｅｂ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ＢＯＸ ４ ２) . Ａｆｔｅｒ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７, ＰＢＯＣ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４)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ｉｎ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ｖ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ｙ ＡＢＣ, ＲＣＯＭＢｓ, ＲＣＯＰＢｓ, ＲＣ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ｏｒ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ｅｑｕａｌ ５￣１０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ｕ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ｔｅ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Ｂ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ＦＣ)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ｍｏｖａｂｌｅｓ ｃｒｅｄｉｔ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ｇｒｏｗｎ ｒａｐｉｄ￣
ｌｙ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ｐｏｏｌ ｏｆ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ＦＣ,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３, ＰＢＯＣ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ＲＭＢ ４ ５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６７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ＭＳＭ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ＢＯＸ ４ 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ＢＣ) , ｏ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ｎｇ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ｓａｎ￣
ｎｏｎｇ) .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ＡＢＣ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ｔ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ｓ ａ ｆｅｗ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ｕ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ｌｏａｎｓ, ＡＢ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ｏｎ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
ｒｅｃ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ｙｉｎｏｎｇ (ｇ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 ｂｒ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ｓ １４９ ｓａｎｎｏ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ＢＣ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ｒｅ￣
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ｍａｎ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ｓｅａｓ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ｌｏ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ＢＯＣ

１９９

２０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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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ＣＢＣ)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ＣＢＣ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ｆａｓ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ｅ￣Ｌｉｎｋ,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ｔ Ｍ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ａｓｙ Ｌｏａｎ” ｉｓ ａｎ ｕｎｓｅｃｕｒｅｄ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Ｍ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ＣＢＣｓ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
ｎｅｓ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ｏａ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ｏ ＭＳＥ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ｌ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ｙ ｔｈｅ ｌｏ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ｕｎｃ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ｅｎ ｔｏ ｂ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ＭＳ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ＭＳＥ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ＣＢＣ ａｌｓｏ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ｅ￣ＩＣＢ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ｅ ｉｎ ２０１５,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ＣＢＣ ｓｔａｆ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ｆｅｒ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ｉｄ ｔｏ ｖｅｎｄ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ｓｅｔ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Ｂ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４ １ ５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ＣＣ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ｕ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ｉｎ １９７８,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Ｃ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ｈａｓｅｓ ｔｏ ｉｍ￣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１, １２５ ＲＣＣｓ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１, １５４ Ｒ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ＲＣＯＰＢｓ ｈａ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ＣＣｓ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ＲＣＣ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ｙｅｔ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ｙ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ｂｒｏａｄ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ｎｇ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７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ＣＣ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１９８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ｐｏ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ＣＣ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ｎｏｔ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ＣＣ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ＲＣＣ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ｒ ｔｏｗｎ￣ｌｅｖｅ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ｈａｓ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ＣＣ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ｌｓｏ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ＣＣ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
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ＲＣＣ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ｂ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ＢＣ 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ＣＣ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ｉｓｓｕ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１９９７,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ａｉ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ＣＣ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ｅｒｅ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ＣＣｓ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ｄ ＲＣＣ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ｈｅａｖ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ｐｏ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Ｃ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ｓｕ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１９９９, ｏｗｎｅｒｓ ｅｑｕｉｔｙ ｈａ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ＣＣ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ＲＣＣ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ｓａｎｎｏｎｇ

２０１

２０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Ｃ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

ｆｏｒｍ, ＲＣＣ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ａ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ｗｏ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ｃｒｅａ￣
ｔ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Ｒ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ＲＣＯＰＢｓ) .
Ｍａｎｙ ＲＣＣ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ｗｒｉｔｅ ｏｆｆ ｂａｄ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ＲＣＣｓ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１, １１４ Ｒ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４０ ＲＣＯＰＢｓ ａ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ＲＣ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ＢＯＣ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ｅ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ＢＯ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ＣＣ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Ｃ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０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ｕｎｔｙ /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ｕｎ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ｅ￣

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Ｃ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ｓｈｅｄ ｉｎ ｂｙ ＰＢＯ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 ＲＣ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Ｃ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ＰＬ ｒａｔｉ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ｏｎ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ＣＣｓ Ｉｎ Ｑ１
２００４ －Ｑ１ ２０１４, ＰＢＯ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ｏｆ ＲＭＢ １６９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２５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ＲＣＣｓ ｆｒｏｍ ２, ４０８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ｏｆ ＲＭＢ １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２１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
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ＲＣＣｓ Ｂ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ＲＣＣ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ｈａ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１)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ｄ(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ａｄｅ ｉｎ ＲＣ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ＲＣＣ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ｔｓ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ｎｅ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ＣＣ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５１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７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ＮＰＬ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ＲＣＣｓ ｗａｓ ７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ｗａｓ ８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ｎｎ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ｗａｓ ＲＭＢ ２ ７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４０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４ ５) .

ＴＡＢＬＥ ４ 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Ｃ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ＮＥ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ＮＯＮＰＥＲＦ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ＭＩＮＧ

ＳＡＮＮ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

ＬＯＡＮＳ

ＬＯＡＮ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

ＲＡＴＩＯ(％)

－ ５ ８( － ０ ９)

－ ８ ３

３６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２ ９

１５ ３

１８(２ ７)

８ ４５

６５ ４(９ ８)

９ １

２２ ８(３ ４)

６６ ４(１０ ０)
５１ ９(７ ８)

８

８ ４

１４ ８

ＯＦ
ＲＣＣ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ＣＯＭＢＳ

—

３５, ５４０

２, ２４４(３３７)

３, ０５６

２３９

１, ３７３

９３０

—

７ ２

３, １２９(４６９)

７ ３

２, ６７９(４０２)

７ 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３, １９６(４７９)

２７, ０３６
１, ９２７
１, １２５

３

７０

４８４
１, １５４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ＢＲ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 ＲＣＣｓ ｉｎ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ｄ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ｓ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ＣＣｓ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ＲＣＣｓ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ａｎ￣
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Ｙｅ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ＲＣＣ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Ｐｏ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ｍａｌ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ｌａｇｕｅ ｓｏｍｅ ＲＣＣｓ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ＲＣＣ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ｔｈｅｒｅ￣

２０３

２０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ｅ ｆａ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ＲＣＣｓ ｃａ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ｅｎ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ｒａｗ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ｒ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ａｎ￣
ｄａｔｅ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ｎ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ｂａｓｉ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ｓｅｅｎ

４ １ 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ｏ ｉｎ￣
ｃｌｕｄ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ｌｌｏｗ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ｌｏｗ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ｘｉｓｔ:
１)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ａｌ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２)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ｂｒｏｋ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ｂｒｏｋ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ｂａｏ ｏｒ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ｒｅ￣

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ｏｎｅ￣ｓｔｏｐ”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ｆｅ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ｓｕｒ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ｔ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ｏｂａｏ,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Ｃｔｒｉ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ｏｎｌｙ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Ｎｅｗ, ｏｎｌｉｎｅ￣ｏｎｌ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Ｚｈｏｎ￣

ｇ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 Ｌｔ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ｏｔｈ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５

Ｉｎ ａｌ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ｅｒｅ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ｄ ｂｙ ａ ｃａｌ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Ｒ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ＲＭＢ ３ １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４６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６, ｗｉｔｈ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２７ ５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ＭＢ ２３４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３５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ｏｒ ７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ｓｔｉｌｌ ａ
ｓｍａｌｌ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ｎｏｎｌｉｆｅ ｐｒｅｍｉ￣

ｕｍｓ ｇｒｅｗ ｂｙ １１３ 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ｏ ＲＭＢ ５０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７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ｙ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６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２０１５ Ｉｎ ２０１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ｐｐｅｄ ３４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２２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ＭＢ １７９ 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ＵＳ＄ ２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ａ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ｃａｒｇ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ｉｓ ａ ｎｅｗ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ｅａｒ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ｅｒ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ｏｐｅｎｅｄ 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ｈｏｐ ｉｎ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ｐ ｗａ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ＲＭＢ 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４５０, ０００) ｉｎ ｎｅｗ ｍｏｔｏｒ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ａ ｄａ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ＩＲＣ

２０５

２０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ｐｏｏｌｉｎｇ 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ａ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ｎｄ ｅａｓ￣
ｉｌｙ ｒｅａｃ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ｖｅｒ ｗｉｄ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ｐｏｏｌ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 ｈｏｍｏｇｅ￣
ｎｏｕｓ ｒｉｓｋ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ＩＣ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ｆｆｅｒｓ ｂａｓ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ｌｏｙ ｎｏ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 ｄｒｏｎ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ｓｐａｃｅ￣ｇｒｏｕ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ｕｒ￣
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ｓｕ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ｌｌｏｗ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ｖａｓ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ｔｏ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３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０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００, ０００ ｉｎ￣

ｓｕｒ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ｒｉｓｋ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ＭＢ １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２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 ｃｏ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ｐｒｉ￣
ｍａｒｉｌ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ｆｏｒ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ｓｅｅ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ｌ￣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ｓ￣
ｓｕ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ｙ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ｇｒ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ｒ￣
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ｓ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ｒｉｓ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ｉｌ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 ｍｏｒｅ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４ 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２０７

２０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ＲＭＣＣｓ)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ＭＣＣｓ) ,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ｅｎｓ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ＣＣ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ａｓ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ａｔ ａ ｒｕ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ｈ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 ４ ６) .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ｌｌｏｗ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ｃ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ＲＭＣＣｓ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ｉｎ￣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ｓｕｂｓｉ￣

ｄｉｅｓ(ｏｆ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ｏ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ＲＭＣＣ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３０ / ７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５０ /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７０ /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５, ｆｕｎｄｓ ｏｆ ＲＭＢ ２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４３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Ｆ ａ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ａ ＶＴＢ(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ｌｅｖｅｌ) , ＲＭＣＣ(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ｏｐ￣

ｅｒａｔ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 ａｎｄ ＭＣＣ ｉｓ ＲＭＢ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 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ｎｄ ＲＭＢ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５０, ０００,

ＵＳ＄ １５, ０００, ａｎｄ ＵＳ＄ ７５０, ０００)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ｉｓ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ＲＭＢ 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ａ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ｉｓ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ＲＭＢ １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ＯＦ, ２０１６)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 ４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１, ５１９

８, ６７３

４８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
Ｎｕｍｂｅｒ(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６)
Ｐｉｌｏｔ ｙｅａ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２００６

ＣＢＲ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ｆ￣
ｆｉｃｅｓ, ｏ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ＣＢＲＣ

ＣＢＲＣ ａｎｄ ＰＢＯＣ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ＢＲ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ｙ ４, ２００８ Ｂａ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ｌｓｏ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ｉ￣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０７
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Ｋｅ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ｗｈｅｒｅｉｎ

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ｏｒ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ｕｓｔ

ｉｎｇ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ｉｄ ｂｙ

ｂｅ 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

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ａ ＶＴＢ

ｎｏｔ

ａｂｓｏｒｂ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ｄｏｗ￣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ｍ￣
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ｆａｍ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ｔｏｗｎ 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ｏａ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ＢＲＣ

４ ２ １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ＶＴＢｓ ｗａ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 Ｔｏｗｎ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ＶＴＢ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ｏａｎ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ｉｌ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ｎｄ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ｒｅｃｅｉｐｔ /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ＶＴＢｓ ａ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ｙ ｍｅｅ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 １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２０９

２１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ＶＴＢ,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 ａｌｌ “Ｂｉｇ
Ｆ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ＶＴ￣

Ｂ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７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ＶＴＢ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ＶＴＢ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ｎｅｗ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ａ ＶＴＢ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ｏｒ￣
ｒｏｗｅ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ＴＢ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ＶＴＢ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ｒ￣

ｍ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ＢＲ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ａｖ￣
ｅｒ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ＴＢｓ ｔｏ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 ｗａｓ ＲＭＢ ４１０, ０００(ＵＳ＄ ６１, ５００).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１, ５１９ ＶＴＢｓ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６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ｌｏ￣

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ＶＴＢｓ 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ＭＢ
１, ２３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１８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ＲＭＢ ７０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１０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ＲＭＢ ６５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９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９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 ｂａｌ￣

ａｎｃｅ Ｌｏａｎｓ ｏｆ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ＲＭＢ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７５０, ００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８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ＶＴＢ ｌｏａｎｓ

４ ２ ２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 ＭＣＣ ｉｓ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ｒ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ｆｅｒ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ｐ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ＭＣＣｓ ｉ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ＣＢＲＣ ａｎｄ ＰＢＯＣ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ｆｏｒ Ｍｉ￣
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ｙ ２００８

Ａｎ ＭＣＣ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ｓ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ｔｓ ｄｅｂ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ｉｔｓ ａｓｓｅｔｓ ＭＣＣ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ｅ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ＢＲＣ ｆ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ＢＲＣ(２０１６)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

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ＭＣＣ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ＣＣ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ＭＣＣｓ ｄｏ ｎｏｔ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Ｌｉｋｅ ＶＴＢｓ, ＭＣＣ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７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ＭＣＣｓ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ｓｕｍ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ＲＭＢ ０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７５, ０００) . Ｔｈｅ ｒｅ￣
ｍａｉｎｉｎｇ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ｅｎｔ ｔｏ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ｗｈｏｓ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ｌｙ ｅｘｃｅｅｄ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ＣＣ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８, ６７３ ＭＣＣｓ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ｉｄ￣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ＭＣＣｓ ｗａｓ ＲＭＢ ８２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２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 ｂａｌ￣

ａ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ＭＢ ９２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１３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Ｓｅｖ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Ｈｅｂｅｉ,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Ｊｉｌ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０ ＭＣＣｓ 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６２９ ＭＣＣ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ＢＯＸ ４ ４) .

４ ２ ３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７, ＣＢＲ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ＭＣＣｓ ＲＭＣＣ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ｋｓ 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ｈａｎｄ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ＭＣＣｓ ａｉｍｓ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ｉｌｌ ｇａｐ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
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ｐ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ＭＣＣ ｔｏ ｂ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Ｊｉｌｉｎ Ｌｉｓｈｕ Ｙａｎｊｉａｃｕ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Ｂａｉｘ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４８ ＲＭＣＣ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２１１

２１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１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ＭＣＣ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６０, ０００,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２ 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４０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ｎｄ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ｔｏｏｄ ａｔ ｎｅａｒｌｙ ＲＭＢ １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２８５ ｍｉｌ￣
ｌｉｏｎ)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ＭＢ １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２７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９６ 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Ｂｙ ２０１２, ｉｔ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Ｍ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ＢＲＣ ｈａｓ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ＭＣＣ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ｍｐ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ＭＣ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ｉｚ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ｈｕ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Ｘ ４ ４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Ａ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ｗａ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ＭＣ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ｄ ｉ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Ｉ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１１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ａｎｄ ２６８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１８４ ｏｆ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ｕｎ￣
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１) Ｍｏｒ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ｃｕｓ ｍｏｒｅ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ｂｏｕｔ ９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ｓ ｌｏａｎｓ ａｒｅ
ｕｎｓｅｃｕｒｅｄ (２)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ｏａｎ) ,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ｉｓ ａ ｗｈｏｌｌｙ ｏｗｎｅ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ｗｎ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Ｓ Ａ,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ｆＷ, ＡＸＡ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Ｓ Ａ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ｌａｒｇｅ￣ｖｏｌｕｍ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ａｎｓ) ,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ｌｏａｎ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８１, １５８,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ｏａｎ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ＲＭＢ ４４, １００(ＵＳ＄ ６, ６１５)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ｏｗ ｈａｓ １６, ６０１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ａ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ＭＢ ６１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９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ｏａｎ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ＭＢ １００,
０００(ＵＳ＄ １５, ００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９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３)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ｉｃｋ 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ｈａｓ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ｅｄ ｉｔ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ｏｎｌｙ ２ ３ ｄａｙｓ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ａｎ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
ｍｅｎｔ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ｏｎｅ ｄａｙ (４)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ｉｎ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ｈ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ｗａｓ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Ｃｕｓｔｏｍ￣
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ＣＣ ｔｏ ｇｅｔ ｓｕｃｈ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４ ２ 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ａｃ￣

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Ｍｏｓｔ ＶＴＢ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ｒ ｔｏｗｎｓ, ＲＭＣＣ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
ｔｅ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ＭＣＣ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ＭＳＥ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ｒ ｌｉｖ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２)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ｅｒｖｅ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ＭＣＣ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３)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２１３

２１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ｅｗ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ａｓｔｅｒ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ｕ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ｌｏａｎｓ ｏｎ 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ｂａｓｉｓ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ｋｎ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ｗ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ＶＴＢ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ｐｌａ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ＶＴＢ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ｍａｎ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ａｓｉ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ｇａｐ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４ ２ 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ｏ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ｏ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ｋｉｎｄ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ＶＴＢｓ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ＶＴＢ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ｆａｃｅ ｈｉｇ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ＢＲＣ, ＶＴＢ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ｏｔｈ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ｆ ａ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ＶＴＢ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ＴＢ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ＴＢ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ｅａｋ Ｇｉｖｅ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ＶＴＢ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 Ａｓ ａ ｒｅ￣
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ＶＴＢｓ ｃａｎ ｅｎｄ ｕｐ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ＶＴＢ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ｎ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Ｈｉｇｈ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ｌｏｗ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ｓｅｒｖ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ｕｎ￣
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ＭＣ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ｗｅａｋ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ｏｍｅ
ＭＣ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ｎｙ ＭＣＣｓ ａｌｓ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ｉｃｒｏ”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２７９ ＭＣ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ｏａ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ＭＣＣｓ ｉｓ ＲＭＢ １ ９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２８５, ０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ｓ ＲＭＢ １ ２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９０, ５００) .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ＲＭＢ ５０, ０００(ＵＳ＄ ７, ５０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ｏｎｌｙ １１ 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１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ｏｖｅｒ ＲＭＢ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５０, ００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３８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６７ 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ｒｔ￣
ｆｏｌｉ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ｏ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ｍｐｅｄｉｎｇ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Ｃ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ｏｍｅ ＭＣＣ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ｄｅｂ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ｍｅ ＭＣＣ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ｗｅａ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ｉｒ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ＣＣｓ ｍｕｓｔ ｉｓｓｕｅ ｌｏａ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５) .

２１５

２１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ＢＲ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ｉ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８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ｐａｉｄ ｂｙ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ＭＣＣｓ,
ｅｑｕ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ｅｎｔｒｙ ｂａｒ￣
ｒｉｅ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ｈｉｇｈ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ＣＣ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ｎｊｏ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２０１７, ｗｈｅｎ ＭＣＣ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ＣＣ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ｕｎｔｙ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ａ ｎｅ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ｙ,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ＭＣＣ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ｎｙ ＭＣＣｓ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ＭＣＣ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ＭＣＣｓ, ＣＢＲＣ
ｆａｃｅ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４ 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ｌｅａｄｅｒ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ｅ￣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ｐａｒｔ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ａｐ ｉｎｔｏ ｕｎｍ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Ｙｅｔ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ｎ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ｅｄｓ, ｎｏｔ 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ｌａｓｔ￣ｍｉｌ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ｅｗ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ａｍｐｌ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ｉａ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ｎｔｅｃｈ—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ｗｈａ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ｈａ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ｓ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ｖｅｒ ｓｅｖｅｎ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４ ３ １)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４. ３. ２)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４. ３.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４. ３.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４. ３.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４. ３. 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４. ３.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８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ｒｍｓ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７

２１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４ ３ １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 ｐａｙ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ｉｐａｙ,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ｒ Ｔｅｎｐ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ｅｎ￣
ｃ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ｎｄ ＱＱ
Ａｌｉｐａ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４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ｗｎｅｄ ｂｙ Ａｌｉｂａｂａ(ｅ.ｇ., Ｔａｏｂａｏ, Ｔｍａｌｌ) .

Ａｌｉｐ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ｎｄ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ｏｒｅｄ ｉｎ “ｅｓｃｒｏｗ”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ｌｌ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ｍｐｅｒｅ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ｅｎｐａｙ ｏｎ ｉｔｓ 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ＱＱ,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ｔｓ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０９, ｔｈｅｓ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ｅｎｐａｙ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ｐ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ｎ ｅ￣ｗａｌｌｅｔ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ｕ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ＱＲ ｃｏｄ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ｏｎＰ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ａ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Ｂｙ ２０１０,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ｐａｙ ｈａ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ｍｉｌ￣
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ｔｏｏｋ 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ＰＢＯＣ ｉｎ

２０１５,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ａ ｐａｙｅｅ ｏｒ ｄｒａｗｅ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ｙ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ｅ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４ １) ａｎｄ, ｔｏ ａ

ｌｅｓｓｅｒ ｅｘｔｅｎｔ, ｓｏ ｄ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ｃｏｍ)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ｆｅ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２０１０—ｓｉｘ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Ａｌｉｐａｙ—ｄｉｄ
ＰＢＯＣ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ｌｉ￣
ｃ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ｉｓ￣

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
ｒｉｎｇ /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ＭＬ / ＣＦ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ａｐｐｉｎｇ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６０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ＴＡＢＬＥ ４ ７) .,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ｗｏ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２０１６ ｗｅｒｅ Ａｌｉｐａｙ(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ＴｅｎＰａｙ Ｃｏ.,

Ｌｔｄ(ＴＡＢＬＥ ４ ８) .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１)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ｉｐａｙ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ｎ ｅｓｃｒｏ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ｔａｉｌ￣
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ｍａｄｅ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２) Ｕｓ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ｅ.ｇ.,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ｐａ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ｕｓ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ＢＯＣ, ２０１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ＢＯＣ, ２０１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７] ) .




ＰＢＯＣ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ｉｓ ａ ｋｅ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ｖｉ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ｏｎｅｙ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ａ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ｌｉｐａ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ｎｇ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１９

２２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ｂｌ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ＷｅＣｈａｔｓ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４, ｗａｓ ａ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ｅ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ｇｉｆ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 ｓ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ＷｅＣ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ｉｎ ２０１６.

３)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ｐａｙ) 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ｗａｌ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ｎｏ ｃｏｓ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ｉｎ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ａｔ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Ｍｏｓｔ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ｌｌｏｗ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ｒｅ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ｓ ａ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ｆｅｅ ｅ.ｇ., ０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ｎｔｉ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ｈｉｆ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ｓｉｎｇ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ｔａｉ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１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
[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５０

２６９

２６８

２６６

３７１ ３４

５３８ ９７

９１７ ９１

１, ８５４ ７６

(２ ６４)

(５ ３０)

(９ ５６)

(１７ ９３)

１７ ５７

３５ ３０

６３ ７１

１１９ ５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ＴＡＢＬＥ ４ ８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ＬＩＰＡＹ

ＴＥＮＰＡＹ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ｍｉｌｌｉｏｎ)

４５０

ｎ/ 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５４

３７

Ｙｅａ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 Ａｎａｌｙｓｙｓ(２０１６;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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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ｐｒｅｐａｉｄ(ｍｏ￣
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ｉｒ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ｃｋｅ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ｏｓｔ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ｘ￣
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５) Ｃｏｓ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ｆｉｒｍｓ Ｒｅｔａｉｌ ｆｉｒｍ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ｉａ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ｒｉｎｔｏｕｔ ｏｆ ａ
ＱＲ ｃｏｄｅ—ｔｈｕｓ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ｆｅｅ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ｌｉｐａ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ｌｉｂａｂａ￣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ｌｉｐａｙ Ｗａｌｌｅｔ, Ｙｕｅｂａｏ, Ｚｈａｏｃａｉｂａｏ, Ａｎｔ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Ｙｂａｎｋ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４) ,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ｐａ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ｔｓ ａｌｌｏｗ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ｆ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ｆｏｒ ｔｏｏ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２０１６ ｃｉｔｅ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ｆｒａｕｄ ｗｈｅｒｅｉｎ ｂｕｙｅｒｓ ｗｈｏ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ｏｎ ａ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ｏｂａｏ ｗｏｕｌ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ａ ｆｒａｕｄｕ￣
ｌｅｎｔ ｌｉｎｋ(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ｌｉｎｋ) 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ｔｏ ａ ｐｈｉｓｈ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
ａｌ ｗｅｂｐａｇｅ Ｉｆ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 ｆｉ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ｓｈ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ｆｒａｕｄｓｔ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ｅｎ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ｙｅｒ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ｎｏｔ ｓｔｉｆ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ＰＢＯ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ｔｉ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２２１

２２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５(ｓｅｅ ＢＯＸ ４ ５) .

４ ３ ２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２Ｐ ｌｏａｎ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ｌｏａ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ｅｄ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
Ｐ２Ｐ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ｑｕａ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ｎｄ(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ｎｅｙ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ｂｓｏｒｂ ｄｅ￣
ｐｏｓ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ａｔｈｅｒ ｆｕｎｄｓ ｏｒ ｓｅｔ ｕｐ ｐｏｏｌ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ｕａｒ￣
ａｎｔｅｅｓ ｉｎ ａｎｙ ｆｏｒｍ ｔｏ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 ｍｏｄ￣
ｅｌ, ｗｉｔｈ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ｔｅａ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ｉｐａｉｄａｉ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ｌｅ Ｃｒｅｄｉｔ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ｎｒｅｎ Ｄａ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 ｍｏｄ￣
ｅｌ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ｖｉａ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ＰＤＡＩ,
Ｒｅｎｒｅｎ Ｄａｉ, Ｌｕｆａｘ, Ｃｒｅｄｉｔ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ｌ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ＡＢＬＥ ４ ９) . Ｕｎｌｉｋ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ｏｂｔａｉ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ｅｔａｉ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２, ４４８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０) .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ｅｎｄ￣

ｉｎｇ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８１６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２２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４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ｏａｎ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ａ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２, ０６３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３０９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ｖｅｒ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６ ｗａｓ １０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ＣＢＲ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１６) .

Ｗａｎｇｄａｉ Ｚｈｉｊｉａ(ｗｗｗ ｗｄｚｊ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ｙａｎｊｉｕ / ５１８２７ ｈｔｍｌ)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２Ｐ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ｒｔａｌ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２８４ ｂａｓ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ｖｅｒ ２０１５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ｏａｎｓ ｗａｓ ７ ９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３ 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８ 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ｐ ｂｙ １３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２０７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ｖｅｒ ２０１５.

ＴＡＢＬＥ ４ 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ＰＤＡＩ

ＲＥＮＲＥＮ ＤＡＩ

ＣＲＥＤＩＴＥＡＳＥ

ＬＵＦＡＸ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ＰＰＤＡＩ

Ｒｅｎｒｅｎ Ｕｃｒｅｄｉｔ

ＣｒｅｄｉｔＥａｓｅ

Ｐｉｎｇ Ａｎ

２４０, ０００

３１９, ９２５

４２０, ５８４

５４６, ７６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３, ３８０, ０００

３３３, ９６５

３８６, ６３４

９０３, ８３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７,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６８７

４６２, ４５３

—

(３ ０)

(１ ７)

(５ １)

Ｙｅａ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

１９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

１１ ２

３３ ８

８７ ３

(１３ 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６




ＢＯＸ ４ ５




Ｔｉ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ＢＯＣ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ｗａ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ｉｅｒｓ 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ｔｉｅｒ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ａｎｇｄａｉ Ｚｈｉｊｉ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ｄｚｊ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ａｏｇａｏ / ２５５５５ ｈｔｍｌ) .

２２３

２２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ｌｉｍｉｔ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ＹＰＥ Ｉ

ＴＹＰＥ ＩＩ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ＭＢ １, ０００(ＵＳ ＄ １５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ｌｉｍ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ｗ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ＭＢ １００, ０００(ＵＳ ＄ １５, ００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ｗ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ＭＢ ２００, ０００(ＵＳ ＄ ３０, ００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ｗ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ＭＢ １, ０００(ＵＳ ＄ １５０) ｏｒ
ＲＭＢ ５, ０００ (ＵＳ＄ ７５０)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ｗ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ＭＢ １, ０００(ＵＳ ＄ １５０) ｏｒ
ＲＭＢ ５, ０００(ＵＳ ＄ ７５０)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ｗ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ＲＭＢ １, ０００(ＵＳ ＄ １５０) ｏｒ
ＲＭＢ ５, ０００(ＵＳ ＄ ７５０)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ｏｗｎ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ｖｉａ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ｖｉａ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ｉ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ｖｉａ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５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ｉ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ｙ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ｅ.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ｌｅｖｅ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ｌｅｖｅｌ ｒａｔ￣
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ＰＢＯＣ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 ｒ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９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ＩＩ ａｎｄ ＩＩＩ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Ｉ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ＰＢＯＣ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ＢＯＣ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ｓ ｉ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ＰＢＯＣ
ａｌｓｏ ｉｓｓｕ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ｔｉ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ｂａｎｋｓ,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ＢＯＸ ４ ７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ｃａｐｓ) ｌｉｍｉｔ￣
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ｉｄｌｅ ｆｕｎｄ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ａｎ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 ｍｕｃｈ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ｎｏｔ 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ｒｅｔａｉ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ａｓｙ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ｓｅ￣
ｑｕ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ｗａｉｔ￣ａｎｄ￣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ｃｌｏ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ｉｒ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ｂ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２Ｐ
ｌｏａ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２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ｖｏｌｖ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ｉｔ￣ａｎｄ￣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５ ４ ａｎｄ ６ ４)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ＰＤＡＩ,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ａ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ｇｇ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Ｂｙ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２Ｐ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ｔ ＲＭＢ １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２０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ｗｉｔｈ ａｂｏｕｔ １５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ｙｅｔ ｎ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２Ｐ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ｏｆ ２０１１, ＣＢＲ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ａｕｄ, ｂｕ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ｙｅ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ｎ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ｄ ｂｙ ｔｈｅｎ ｄｅｖ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ｐｏｏｌ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ｆｒａｕｄ Ｉｎ ｏｎｅ ｈｉｇ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Ｅｚｕｂａｏ ｗａｓ 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ｆｔ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ｏｎｚｉ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ｓｏｌｄ 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ｎｅａｒｌｙ
ｏｎ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ａｒｍ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ｄａｉ Ｚｈｉｊｉａ

“２６ 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Ｐ２Ｐ ｆｒａｕ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１７￣０４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１２５７２９ ｈｔｍ

２２５

２２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５０

２００

８００

１, ５７５

２, ５９５

２, ４４８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

—

２５

１１６

５８６

１, ３７５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

—

１５

６３

２８５

８７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 ｔｅｎｓ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ｔｅｎｓ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ｍｏｎｔｈｓ)

３ １

２１ ２

１０５ ８

２５２ ８

９８２ ３

２, ０６３ ９

１３ ３

１０ ５

(０ ５)

(３ ２)

(１５ ９)

(３７ ９)

(１４７ ３)

—

６ ０

４ ７

６ １

６ ８

—

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ｎｇｄａｉ Ｚｈｉｊｉａ,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６) .

１９ １

２１ ３

１７ ９

(３０９ ６)
７ 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ＢＲＣ,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ｕｌｅｓ”)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ｕｌｅｓ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
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ｃｕｓｔｏ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ｎ ｌｏ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 １, １７１ Ｐ２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ｄ ｃｌｏｓ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８０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ｌｏｎ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ｉｌｌ ｅｖｏｌ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ｔｏ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ｐ￣
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ｆｕｌ(ＢＯＸ ４ ６) .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ｏｌ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ｇｕａｒ￣



ＮＩＦＡ

ａｎｔｅ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ａｓ ａｓｓｅ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４ ３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ＭＣＣ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
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ｔｏ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ｌｏａ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ａｏｂａｏ ｓｔｏｒ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ｐｉｌｏｔｅｄ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０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Ｔａｏｂａｏ ｓｔｏｒ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ｍｅｔ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ａｏｂａｏ
ｃｒｅｄｉｔ￣ｂａｓ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Ｔａｏｂａ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ｏｎ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Ｔａｏｂａｏ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ｏｗｎｅｒｓ ｃａｎ ｇｅｔ
ｌｏａｎ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ｖｉａ Ａｌｉｐａｙ Ｔｈｉ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ａｂ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ｃｒ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ｒｒｉｖｅ

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Ａ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Ｌａｔｅｒ” ,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ｐｐ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ｌｉｎｋ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ｒａｐ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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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１６ ｏｔｈｅ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ｂｅｇａ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ｒｅ ｔｏ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 ｃｌｅａ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２２７

２２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ｕ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Ｐ２Ｐ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ｔｏ ｔｉｇｈｔ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ｆｏｒ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ｕ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ｕｎ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ｒｅａｔ ｂｏ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３)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ｏｃｃｕ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ｓｏｌ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ｖｉａ Ａｎｔ ＭＣＣ)
ａｎｄ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ｖｉａ ＪＤ ＭＣＣ) ,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 ｒｕ￣
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ｅｅｄ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
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ｏｏｄ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ｄ ｏ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ｏｂａｏ ａｎｄ ＪＤ ｃ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 ｇｏ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ｄｅｒ ａｓ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ａｎ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ｕ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ｔｏｒ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ｍ￣
ｍ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
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ｕｓｅ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ｅｄ ｃｏｓ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ｙ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ｏｎｌｙ ｂｅｅｎ ｉｎ ｕｓｅ ｆｏｒ ａ ｓｈｏ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ｅｓｔｅｄ

４ ３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ｌａｒｇ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ｒｅ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Ｗｅ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ＭＹｂａｎｋ ｗｅｒｅ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ｂｙ ＣＢＲＣ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ＸＷ Ｂａｎｋ ｗ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１) .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Ｙ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ｈａｓ ａ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ｔｏ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ｔｓ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ＭＹｂａｎｋ ｃａｎ ｌｅｖｅｒ￣
ａｇ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ｏｎ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ａｎ￣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Ｗｅ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ｔｓ ｐａｒｔ,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ｕｎｓｅｃｕｒ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ｏａｎ(Ｗｅｉｌｉｄａｉ) ａｎｄ
ａｕｔｏ ｍｉｃｒｏｌｏａｎ(Ｗｅｉｃｈｅｄａｉ)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Ｆｏｒ Ｗｅｉｌｉｄａｉ,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ｏｒｒｏｗ ｕｐ ｔｏ ＲＭＢ ２００, ０００(ＵＳ＄ ３０, ０００)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ｒ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２２９

２３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ＥＢＡＮＫ

ＭＹＢＡＮＫ

ＸＷ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ｗ Ｈｏｐｅ Ｇｒｏｕｐ

５２(７ ８)

６１ ５(９ ２)

５(０ ８)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ＭＢ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２３ １(３ ５)

２３ ２(３ ５)

０ ６(０ １)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ＭＢ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３０ ８(４ ６)

３４(５ １)

４(０ 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ｍｉｌｌｉｏｎ)

７

ｎ/ ａ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ＲＭＢ[ ＵＳ ＄] )

４, ３６８(６５５)

ｎ/ ａ

２, ５５０(３８３)

Ｙｅａ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ＲＭＢ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Ｗｅ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ＭＹｂａｎｋ ｉｓ ａ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ＸＷ Ｂａｎｋ ｉｓ ａｓ

ｏｆ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ｍ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ｔｉｅｒｅｄ￣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ｅ ＢＯＸ ４ ７) ｔｈｕｓ ｆａｒ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ｍｏ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ｃａｓｈ ｄｅ￣
ｐｏｓｉ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ｃａｎ ｏｐｅｎ Ｔｙｐｅ ＩＩ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ｂｕｔ ｓｕ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Ｉ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ａｔ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ｂｙ ＷｅＢａｎｋ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５７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８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ＭＢ ３０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４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６９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ＭＢ ２６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４ 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ｖｉａ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ｓｅｃｕｒｅｄ ｍｉｃｒｏｌｏａｎｓ(Ｗｅｉｌｉｄａｉ)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ＲＭＢ ２５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３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 ８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ｌｏ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ｕ￣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ｌｏａｎｓ(Ｗｅｉｃｈｅｄａｉ)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ＲＭＢ ５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０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 １８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ｓｈａｒｅ) . ＭＹ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ｉｔ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Ｍ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２８ 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４ 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ＯＸ ４ ７




Ｔｉ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ＢＯＣ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ｗａ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ｉｅｒｓ 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ｎｏｔｉｃｅ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ｅａｃｈ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ｕ￣
ｎｉｑｕ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ｆｒａｕ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ＢＯＣ ａｌｓｏ ｉｓｓｕ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ｔｉｅｒ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Ｘ ４ ５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ＴＹＰＥ ＩＩ

ＴＹＰＥ Ｉ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１, ０００ Ｎ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ＵＳ＄ １５０) .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ｔｒ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ｋ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ｋ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ＲＭＢ ＲＭＢ １０, ０００(ＵＳ＄ １, ５００), ａｎｄ ａｎｎｕ￣

Ｄａｉｌｙ

５, ０００(ＵＳ＄ ７５０),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２００, ０００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１００, ０００(ＵＳ＄ １５, ０００).

(ＵＳ＄ ３０, ０００) .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ｄ 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ｎｏｎ￣ｌｉｎｋ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ｎｏｎ￣ｌｉｎｋ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ＲＭＢ ５, ０００ (ＵＳ ＄ ７５０) ,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ＭＢ １０, ０００(ＵＳ＄ １, ５００), ａｎｄ ａｎｎｕ￣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１００, ０００ (ＵＳ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２００,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 .

(ＵＳ＄ ３０, ０００) .

Ｎｏｎｅ

２３１

２３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ＹＰＥ ＩＩＩ
• 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ｖｉａ ｂａｎｋ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ｒ ｓｅｌ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Ｒｅｍｏｔｅ ｖｉ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ｉｎｇ ａｎ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

ＴＹＰＥ ＩＩ

ＴＹＰＥ Ｉ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ｖｉａ ｂａｎｋ

• 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ｖｉａ ｂａｎｋ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ｒ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ｒ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ｉ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 Ｒｅｍｏｔｅ ｖｉ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ａｐｐｌｉ￣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ｉｎｋ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ｔｙｐｅ ｃａ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ｓ) ꎬ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ｓ) ,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 ｗｉｔ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ｌｉｍｉｔ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ｔｏ /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ｌｉｎｋｅｄ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ｅ. 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ｏ / ｆｒｏｍ ｎ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ａｓｈ ｄｅｐｏｓｉｔ /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ｂｉｌｌ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ｅ. ｇ.,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ｏ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ｙｅ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ａｎｄｌｅ ｈｉｇｈ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ｏｎｌｙ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ｌｏｗ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ｂｉｇ ｄａ￣
ｔａ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ｅ￣
ｐｏｓｉ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ｌｉｎｋ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ａｎｓ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ｃｏｒｅｓ(ｅ. ｇ. ,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 Ｓｅｓａｍ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 ｇ. , Ｎｅｔｅａｓ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ｂａ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Ｓ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ｓｔｉｌｌ ｄｅ￣
ｐｅｎｄ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ｂａｎｋ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ａｎ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ｖｉ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ｅ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 ｃｕｓｔｏｍ￣
ｅｒ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ｏｒ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ｆｆ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ｌｙ 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ｓ ａ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ｎｋｓ ｆａ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ｒｅｔａｉ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ＩＩ ａｎｄ ＩＩＩ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２３３

２３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ｄｅｅｍｅ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ｏ ｂ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ｆｉｒｓ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ｙｅ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ａｎｋ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ｏ ｏｐ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ｔｉ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４ ３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ｙ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ｅ￣
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６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ｌｉｎｅ￣ｏｎｌ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ｏｎｇ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Ｃ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Ｃｏ., Ｌｔｄ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Ｚｈｏｎｇ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ｎｔ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ｉｎｇ 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ｆ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ｎ ａ ｍｕｃｈ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ｔｏ ｄｅ￣
ｖｅｌｏｐ ａ ｗｉｄｅｒ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ｏｗ ｖａｌｕ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ｏｎｇ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ｃａｒｇ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ｌｉｇｈｔ ｄｅｌａ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ｓａｉｄ, ｎｏｔ ａｌ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ｆ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ｎ￣
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ＣＩＲＣ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ｉ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ｓｕｃｈ 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４ ３ 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ｕｅｂａｏ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ｖ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ｓａｌｅｓ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ｆｕｎｄ 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ｗａｓ ＲＭＢ １, ０００(ＵＳ ＄ １５０) , ｗｈｉｌ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ｅｖｉｅｄ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Ｙｕｅｂａ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Ｙｕｅｂａｏ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ａｎ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ｏｆ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ｉａｎｈｏ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Ｙｕｅｂａｏ ｉｓ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ｖｉａ Ａｌｉｐａｙ,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ａｙ￣

２３５

２３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ｔ ａｎｙ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Ｙｕｅｂａ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ｏｒｍａ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Ｙｕｅｂａｏ ｍｅａｎｓ “ｌｅｆｔｏｖｅｒ ｔｒｅａｓ￣

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Ｙｕｅｂａｏ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 Ｌｏ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ｌｉｐａｙ ｕｓｅｒｓ ｃａｎ ｏｐｅｎ ａ Ｙｕｅｂａ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ｉｔｈ ｊｕｓｔ
ＲＭＢ １(ＵＳ＄ ０ １５) ,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ｔ ａｎｙ ｔｉｍｅ Ｙｕｅｂａ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ｎｅｙ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ｙ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ｖ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ｅ￣ｂｏｕ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ｎ Ｙｕｅｂａ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ｃｃｒｕｅｓ ｄａｉｌｙ,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ｋｅｄ ｉｎ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ｖｉａ Ａｌｉｐ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ａｓ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ｉｐａｙ ａｎｄ Ａｌｉｂ￣
ａｂａ)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Ｙｕｅｂａ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ｓ,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ａ ｂａｎｋ ａｓ 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Ｙｕｅｂａｏ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ｎ ｓｕｃｈ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Ｙｕｅｂａｏ ｃ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ｏｌ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Ｙｕｅｂａｏ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ｎｎｕａｌｉｚｅ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
ｔｕｒｎ ｗａｓ ｎｅａｒｌｙ 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ｈ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ｂｅｌｏｗ ３－４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ｈａｖ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ｗ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 Ｙｕｅｂａｏ ｆｕｎｄｓ ｉｎ ｂａｎｋ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ｔｅｍｐｏ￣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ｌｉｐａｙ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ｐａｙ ｆｅ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ｆｕ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ｏ ａｎｙ ｂａｎｋ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ＲＭＢ ２０, ０００ (ＵＳ＄ ３００)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ａｙ ｆｅ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ｏｗｅｒｅｒ, Ａｌｉｐａｙ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ａｙ ｆｅ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ｖｉａ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ａｒｉｌｙ ｚｅｒｏ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
•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Ｙｕｅｂａｏ ｉ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Ｙｕｅｂａｏ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ｓｏ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８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ｔｏｔａｌｅｄ

ＲＭＢ ５７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８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ｈａｄ ｇｒｏｗｎ ｔｏ ３２４ 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ｓｉｚｅ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ＭＢ ８０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２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Ｙｕｅｂａｏ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ｎｔａｐｐ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ｆｉｔａ￣
ｂ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
ｒａ Ｙｕｅｂａｏ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
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２) . Ｉｎｄｅｅｄ,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ａ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Ｙｕｅｂａｏ ｈｉ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ｉｃａｉｔ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ｇｒｅｗ ｔ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ＪＤ) ａｌｓｏ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Ｊ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ｆｆ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Ｊ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Ｉｎ ａｌｌ ｃａ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Ｙｕｅｂａｏ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ｒ￣
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ｍ￣
ｉｌａ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１２ Ｋｅ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Ｙｅａ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ｓｅｒｓ(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ＹＵＥＢＡＯ

ＬＩＣＡＩＴＯ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ＳＵＮＩ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ＮＫＵ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ＢＡＯ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ＪＤ)

Ｓｕｎｉｎｇ

３２４ ６

ｎ/ ａ

ｎ/ ａ

ｎ/ ａ

２３７

２３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ｓｓ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ＭＢ[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

ＹＵＥＢＡＯ

ＬＩＣＡＩＴＯＮＧ

８０８(１２１)

ｎ/ ａ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

ＳＵＮＩ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ＮＫＵ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ＢＡＯ

ｎ/ ａ

ｎ/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ａｓ ｏｆ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４ ３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ｉ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ｑｕｉｔｙ￣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ＭＳＥｓ
ｖ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ｓｉｚ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ｍａｌ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ｉｓｋ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ａ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ｏｒ ｆｅｅｓ ｆｏｒ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
ｏｕｓ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ｔｏ ｐｒｏ￣
ｔ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Ｔｒｉａｌ) (ｄｒａｆ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ＡＣ)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ＣＳＲＣ ｉｎ Ａｕ￣
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ｐ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ＭＳ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ＭＳ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ｇ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ｔａｒｋ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
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ｆｒｏｍ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ｉ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ｙｅ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ｐ￣
ｐｅ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ＳＲ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ｒ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ｎｇ

４ ３ ８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ｌ ｕｓｅｆｕｌｌｙ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２３９

２４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ｌｅｓｓｅｎ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ｕｓ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ｕｐ ａｎｄ ｕ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ｎｏｔ
ｗｅｌｌ 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ｌｅ,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ｏ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ｈａ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ｕｃｈ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Ａｌｉｐａｙ ｕｓ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１６３ ｍｉｌ￣

ｌｉ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ｖｉａ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ｂｒｉｃｋ￣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ａｔ ｓａｉｄ, ｍａｎｙ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ａｒ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ｒ ｌｉｖ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ｂｕ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ｓｔ￣ｍｉｌ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ｎｅｅ￣
ｄ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ｈ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ｎ ｎｏｗ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ｙ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ｎｙ￣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ｏｆｆｅｒ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ｉｌ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ｆｅ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ｃａｓ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ｗ ｒｅ￣
ｃｏｒｄｅｄ,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ｕ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Ｌ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ｌｏａｎｓ Ｓ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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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ｇｒ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ｎｏｔ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２Ｐ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ｓｓ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ｌｅ ｆｕｎｄ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ｏｆ￣
ｆｅｒ ａ ｗｉ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ｅｘ￣
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ｍｏ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
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ｔ ａｌ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ｈａｔ ｔａｒ￣
ｇｅｔ ｕｎｓｏｌｉｃｉｔｅｄ ｏｆｆ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ｖｉ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ｐｏｓ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ｎｅｓ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ｅｌｏ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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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ｐ￣
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ｒ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ｇ ｖｉａ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ｂｕｔ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ｓｈｏｃｋ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ｕ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ｗ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ＣＴ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ｏｌｄ ｍｕｃｈ ｐｒｏｍ￣
ｉｓｅ, ａｓ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ｂ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ｅｓ ｒｉｓｋ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ｎａｓｃ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ａｃｅ ｒｉｓｋ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ｏ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ｍｏｒｅ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ｌ,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ｌｏｗ,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ａ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ｈａｒｍ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ｆｕｎｄ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ｔｏ ａ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ｌｅａｋｅｄ, ｓｔｏｌｅｎ, ｏｒ ｓｏｌｄ, ｉｎｆｒｉｎｇ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ｏｍｅ Ｐ２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ｐｏｏｌ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ｒ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ｉｓｋｓ Ｓｏｍ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ｒａｕ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ｍ ｔｏ ｖｕｌｎｅｒａ￣
ｂ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ｎ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ｏｐ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ａｐ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ｓｈｉｆｔ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

２４３

２４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ｅ ＢＯＸ ４ ８) .

Ｉｎ ｓｕ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ｒ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



ＢＯＸ ４ 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ｎ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ｗ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ａｗ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１)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４)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ｆｉｓ￣

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６)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ＢＯＸ ６ １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ＢＯ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ｏｖｅｒ￣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ＣＢＲ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ｔｒｕ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ＳＲ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ｕｎｄ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Ｒ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ｎｏｔ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ｓｅｌ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ＢＯ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ＣＢＲＣ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ＣＩＲＣ ａｌｓｏ ｉｓｓｕｅ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ＳＲＣ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ＩＦＡ) ,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ＮＩＦＡ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ｋｅｙ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ｌｆ￣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４ 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ｋｅ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４５

２４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４ ４ 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ａｋｅｎ ａ ｂｒｏａ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ａｘ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ｌｏａｎ 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 １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ＲＣＯＰＢｓ, ＲＣＣｓ, ａｎｄ ＶＴＢｓ ｗａｓ 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ｒｅ ５ ｐｅｒ￣

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Ｉｆ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ｕｓ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ｎｅｗｌｙ￣ｔａｋｅ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ｉｓ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ｕｄｅｎｔ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ｈｏ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ｍａｙ ｂｅ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ｄｅｃｉｄ￣
ｅｄ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ｏｆ ２０１７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８, ｔｏ ｔｈｅ ｄｅ￣
ｐｏｓｉ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ｒｅｄｉｔ ｌｉｍｉｔ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ＲＭＢ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ＯＸ ４ ９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ｓｓｕ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ＦＩＰ”) . Ｔｈｅ ＦＩＰ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ｌ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ｔ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ｏｓ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Ｓ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Ｐ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ｅ.,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ｌｅｓ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ｗｏｒｋ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Ｐ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ｆｕｌｆｉ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ｎａ￣

ｂｌｉｎｇ ＭＳ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ｔ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Ｐ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２４７

２４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Ｐ ａｌｓｏ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ｌａｙ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ｌｏ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
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６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ＲＭＢ ４３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６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ｗａｓ
ＲＭＢ ３７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５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６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ＲＭＢ ３８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５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ｗａｓ ＲＭＢ １１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ｕｄｅｎｔ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ｉｌｏ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ＳＭＥｓ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ｄｅｂ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ｆ￣
ｆ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ｕｎ￣
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ｖｉａ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２００９,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ＣＣＢ)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ｎ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ＣＢ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ＭＳＥｓ Ｆｕｎｄ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ＭＳＥｓ
ａｒ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 ＣＣＢ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ｌｏａｎ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１０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 Ｍ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 ＰＳＢＣ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２)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ｐｏ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ｓｉｘ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ｖ￣

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ＰＡＤ) , ｔｈｅ ＭＯＦ, ＰＢＯＣ, ＣＢＲＣ, ａｎｄ
ＣＩＲＣ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
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ｓｅｃｕｒ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ｂ￣
ｓｉｄｉｅｓ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ｘ￣
ｐ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ＭＯＦ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２４９

２５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ｕｓｅｓ: (１) ａｗ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ｓａｎｎ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ａｎｋ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 ｐｉｌｏｔ ａｗａ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ｎｎ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ｓｃｏｐｅ,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ｎｏｗ ｃｏｖｅｒｓ ２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ｓ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ＲＭＢ １６ 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２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ａｗａｒ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ｎｎ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ｌｏａ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 ｇｕａｒａｎ￣
ｔｅ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ｏ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
ｓｅｓ ｏｒ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ｎ ｓｕｃｈ ｌｏａｎｓ ｉ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ｂｙ ｆｉｓ￣
ｃａｌ ｆｕｎｄｓ
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ｗｎｅｄ ｇｕａｒ￣
ａｎｔｅ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Ｍａｎ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ｗｎｅ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ｗｎｅ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ＲＭＢ １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ｒｍｓ 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ＩＲＣ, ｔｈｅ Ｍ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
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ｉ￣
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０７, ａ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ｓｉｘ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ＭＢ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３００ ｍｉｌ￣

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５, ＣＩＲＣ, ｔｈｅ ＭＯ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５￣２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ｌａｉｍ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ｈａ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１５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ｎｏｒ￣

ｍａｌｌｙ ｐａｙ １５￣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ＲＭＢ

１５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２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 ７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ｏｎ￣
ｙｅａｒ ｇｒｏｗｔｈ)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３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５)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ａ ｔｏｏｌ ｔ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ｉｍ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ｕｎ￣

２５１

２５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ａｘ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ＶＡＴ) ｉｓ ｅｘｅｍ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Ｔｈｅ ｔａｘ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ｏｎｌｙ ９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ｐ ｔａｘ ｉｓ ｅｘｅｍ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ｌｏ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ＣＢＲＣ ｈａｖ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ｃ￣
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ｂ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Ｍ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ａｎ￣ｔ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 ＬＴＤ)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ＮＰＬ ｒａｔｉｏｓ ｆｏｒ Ｍ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ｉｓｓｕ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Ｍ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Ｓ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ＴＤ ｒａｔｉｏｓ ｆｏｒ Ｍ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Ｍ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ｓｕｃｈ
ｂｏｎ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ｄｕ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ａｔｏｒ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 ６６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ｈａｄ ｉｓｓｕｅｄ ＲＭＢ ５４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８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ＭＳ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ＢＲＣ ａｌｓｏ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ＰＬ ｒａｔｉｏｓ ｆｏｒ Ｍ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ｂｅ ｕｐ ｔｏ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ｉｄ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ｉｓｓｕ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ｃｌ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ＴＤ ａｎｄ ＮＰＬ ｒａｔｉｏ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ＳＲＣ ｈ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ＭＥ ｂｏａｒｄｓ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ｏａｒ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ｉ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ＥＱ)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Ｓ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ｉｌｏ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ｏｎｄ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ｂｙ
ＳＭ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ｓｓｕ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５, ＣＩＲＣ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４, ＣＩＲ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ａｎｄ ２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ＩＣＣ Ｐ＆Ｃ)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ｄ ３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ｓｕ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ＲＭＢ ３６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５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ｉｓ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ＩＲＣ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ｐｏｏｌ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ｃｒｏｐ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ＩＲＣ ｈ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ｇｒｅｅｄ￣ｕｐ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５３

２５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ｈ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ｖｅｒ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ｂｕ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ｓ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３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ｉｌｏｔｓ ｃｏｖｅｒ ５０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ｈｅａｔ, ｒｉｃｅ, ｐｉｇ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４００, ０００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３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ｔｏ １ ７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１０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ｈｅ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ｒｎ,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７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ｏｕｎｄ ３５３, ７００ ｂａｓ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ｒ ａｇ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ｏｗｎ 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ｒｅａｓ, ９５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ｗｎｓ ｈａ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
ｓｕｒ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４９ 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２０４ ｍｉｌ￣

ｌ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６, ｒｉｓｋ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ＭＢ １７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２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ＲＭＢ ２ １６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３２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ＭＢ １５４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２３ 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２４０ ｍｉｌ￣

ｌｉ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ｒｉｓｋ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ｕｎｄ ｏｆ
ｎｅａｒｌｙ ＲＭＢ １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１ 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
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４ ４ 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ｙｍ￣
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ｔｅｎ ｈｉｎ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
 １ ｍｕ ＝ ０ ０６６６７ ｈｅｃｔａｒｅｓ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ｗｏｒｋ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ｏｕ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ｅｒｓｏｎ(Ｇ２Ｐ)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ｏ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ＢＯＣ(ＣＣＲＣ) ,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ｇｉｓ￣
ｔｒ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ＣＣＲ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 ００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ＲＣＣｓ, ＭＣＣ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
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ＣＲ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Ａｓ ｏｆ ｅｎ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９３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ｓ ２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６ 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ＣＣＲＣ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３ 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ｐｅｒ ｄａ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２２０, ０００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２０１５, ＰＢＯＣ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ｉｎｇ Ａｎ)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ｉｘ￣ｍｏｎｔｈ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ｏｆ ｍｉｄ￣２０１７, ｎ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ｏｒｅ ｗｏｒｋ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ｓ ｅａｃ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５５

２５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ｘ,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ｏｌｄ ｖａｓｔ ａ￣
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ｂｏ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ＳＥｓ, ｂｕｔ ｓｕ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２０００ｓ, ｓｐｕｒ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Ｆ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 ｌｏａ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ｐ ｆｒｏｍ

１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０４.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Ｍ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Ｍ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４ ４ ３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 ,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４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６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ｏｒ ｇｒａｎ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ｓ ｗｈ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ＩＦＣ,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ｃａｓｈ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２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５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ｒａｎｔｓ” (４ ａｎｄ 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３ ａｎｄ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ｆｉｖ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ｇｒａｎｔｓ” (１ ａｎｄ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１ ａｎｄ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１ ａｎｄ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ｆｏｏｄ ｓｕｂｓｉ￣
ｄｉｅｓ” (２ ａｎｄ 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３ ａｎｄ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ｖｉａ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３) . Ａ ｋｅ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 １ １(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４ １ ２(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２Ｐ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ｖｉａ ｌｉｎｋ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ｃａｎ ｎｏｗ ｄｏ ｓｏ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ｓ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ｅｎ ｏｐ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ｓｕｃ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



ＢＯＸ ４ １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ａｂｌ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２００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ＰＢＯＣ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ｖａｂｌ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ＣＲＣ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ｇａｎ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ｎｏｗ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ｍｏｓｔ ｍｏｖａ￣
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ｅａｓｅ, ｌｉｅｎ, ｔｉｔｌ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ｉ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ｐｌｅｄｇ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ｅｔｃ Ｔｗｏ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１)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ｔｉｔ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ｔｌ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２)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ｉ.ｅ., ｎｏｎ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ＦＣ, ＣＣＲＣ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ｅｎｄ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ｓｏｏｎ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ｅ.ｇ.,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ｄ￣
ｅ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ｕｎｄｅｒ ＣＣＲ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ｊｏｉ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２５７

２５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ａｓ￣
ｓｅｔｓ￣ｂａｓｅｄ ｄｅｂ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ｅｎ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ＣＣＲＣ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ｅ ｈａｄ ａｂｏｕｔ ２３０, ０００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ｄ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２ 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１２ 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ｖｅｎ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ＳＭ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ＣＲＣ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ｔｒｕｌｙ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ｐｒｏｍｉｓ￣
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ｄｏ ｊｕｓｔ ｔｈ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ＦＣ

Ｉｎ ２０１６,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ｔａｌｉｎｇ ＲＭＢ ４９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 ７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ｃｈ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４ ４ ４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ＡＤＢ)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ＣＤＢ) ,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ｈｅｌ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ｅｘ￣
ｐ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Ｓ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ｅ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２０１５,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ＤＢ,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ＣＤＢ,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ＰＢＯＣ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ｒｏｍ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４,
ＣＤＢ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ＤＢ ｈ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ｔ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ｔ ｈ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ｐ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ｌｏ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ｖｉａ ＣＵＰ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ａｌｌｏ￣
ｗ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ｐａｙ ｌｏａ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ｓｕｒ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ｉｌｏｔｓ ｄｉｇｉｔｉｚ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ｏ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Ｈｅｂｅｉ,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ＣＤＢ ｈ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１８ 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ｌｏａｎｓ ｔｏｔａｌｉｎｇ ＲＭＢ １１０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１６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Ｍ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ＤＢ,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ＣＡＤＢ 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Ｍ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ｎ ｏｎ￣ｌｅｎｄ ｆｕｎｄｓ ｔｏ ＭＳＥｓ ＣＤＢ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ｌｏａｎ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ＳＭＥ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ＣＤＢｓ ＳＭＥ ｌｏａｎ ｂａｌ￣
ａｎｃｅ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ＲＭＢ ３ ３１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４９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ＲＭＢ １ ２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１８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ＭＳ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Ｍ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ｕｐ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ｉｄ￣ｏｆ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
ｅｒ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２０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ａｉｌ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ｈ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ｉｌｏｔｓ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ｆｏｒ Ｍ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ｖ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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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２６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ｏｔａｌｅｄ ＲＭＢ ２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ＵＳ
４ 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８０, ８９０ ＭＳ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ｖｅｒ￣
ａｇ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ｋｅ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ｒ ｗｅａｋ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ｖｉ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Ｆ, ＣＤＢ ｈａ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ｕｎｄｓ, ｖｉａ ｂｏｔｈ ｌｏ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 ＣＤＢ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ｗｏｒｋｅ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ａｎｎ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３４７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ＤＢ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ｆａｃ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ｏ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ＩＯＵ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ＤＢ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ｓｅｃ￣
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 ４ ５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ｂｕｉｌ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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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ｅｎ￣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２Ｐ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ｕ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ｓ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ｉ.ｅ., ｆｏ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 ｇ., ｂａｎｋ￣ｓｏｌ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ＢＲＣ,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ＳＲ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ＩＲＣ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Ｃ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ｌａｗ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
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ｒｅ￣
ｖｉｓｅｄ ｌａｗ ａｌｓｏ ａｄｄ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ｆｒｅ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ａｉ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６１

２６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ｉ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６, ＰＢＯＣ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Ｉ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

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ＢＯＣ, (４) ｔｈｅ ｒｅｄｒｅ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５)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ＢＯＣ,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５, ＰＢＯ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Ｊｕｌｙ １, ２０１６) .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ＣＩＲ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ｄｒｅ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ｔ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ｏｎ￣ｓｉｔ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ｓｏｌｄ ｉｎ￣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
ｋｅｔｓ,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ｅｔｔｌｅ￣
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ｏｆｔ”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ｆｆ￣ｓｉｔ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ｏｆｔ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ＢＲＣ ｈａ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ｓ ｆａｉｒｌｙ” ＣＩＲＣ ｈ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ｔ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
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ＣＩＲ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
ｓｅｓ ｏｆ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Ｎｉｎｅ ｓｕｃｈ ｃａ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ａ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ＢＯＣ, ＣＳＲＣ, ａｎｄ ＣＩＲＣ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１２３６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１２３８６”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２３７８”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ＰＢＯＣ￣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ＢＯＣ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２６３

２６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ｎ ｔｒａｃｋ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 ｐｉｌｏｔ ｉｎ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ｈｏ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ｌａｓ￣
ｓｉｆｙ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ｅｔｃ) ａｎｄ ｂｅ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ａ ｆａｉｒ,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ａ ｆ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ａ ｐｉｌｏｔ
ｂａｓｉ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ｔｉｏｎ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ｉ￣
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ｍｏｓｔ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ｙ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５ ＰＢＯＣ ｄｅｃｌａｒｅｓ ｅｖｅｒ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ｔｈ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ｐａｎ￣

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ｍｐ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ＢＯＣ ａｌｓ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ＢＯＸ ４ １１) .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ＣＢＲ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

ｄｕｃｔ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ｏｎｇ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ａｎｋｓ ａｃ￣

ｃｅｐｔ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ｏｏｋｓ,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ＣＳＲＣ ｈａ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５ ｔｈ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Ｓｉｄｅ” ＣＳＲＣ ａｌｓ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ｓ ａｓ ｏｎｅ￣ｓｔｏｐ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ＣＩＲＣ ｈ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Ｊｕｌｙ ８ ｏｆ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Ｄ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ＩＲＣ ａｌｓ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ｓ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ｒｉｓｋ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ｌｕｍｎ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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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Ｏ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７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ＰＢＯＣ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ＦＣＰＢ) ｈ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
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ｖｅｒｙ ｏｔｈｅｒ ｙｅ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ｇａｕｇ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ｖｉ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
ｉｔ,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ｓｋ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ａ ｂｕｄｇｅｔ ｂｕ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ｉ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２６５

２６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ａｎ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
ｇ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ａｙ ｍｏｓ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２)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ｓ ａｔ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ＢＯＣ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ｅｘｉｓｔ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
ｃｙ,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４ ２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ｅｗ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
ｅｌ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ｓ ｄｏｅ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ＢＯＣ, ＣＢＲＣ, ＣＳＲＣ, ａｎｄ ＣＩＲＣ,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ａｓ ｍａｎ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ｒｅ ｃｒｏｓ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ｗｅａｋ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ｅｆ￣
ｆｏｒ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ｈｏｗ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ｎｅｅ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ｓｉｘ
ｋｅｙ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５ １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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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ｌｏｎｇ ｃｅｒ￣
ｔａｉｎ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ＭＥ ｕｎｉ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ｂａｎ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７０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ｔａｉｎ ｍａｎ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ａｎ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ｕｓｅ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 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ｄｏｒｍａｎｔ ｏｒ ｈａｖ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ＳＭＥ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ＭＥｓ ｉｓ ｕｎ￣
ｃｌｅａｒ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ｏｒ ｓｔａｔ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ｒｕｎ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２６９

２７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ｏｍ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ｕ￣
ｔｉｎ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ｌａ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ｅ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ｇｏ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
ａｔｅ ｍｉｘ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ｌｏｎ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ｒ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ｎｏ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ｎ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ｕｓｔ ｐｌａ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ｄｏ ｓｏ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ｖｏｌｖｅ, ａ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ｏ ｅｎ￣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ｓ ａ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ｒｏ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ｏ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ｈ￣
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ｅｘｉｓ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Ａ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
ｆａｉｒ,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ｉｓｋｓ

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ｌｙ ｔｏ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ａ 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ｏｌｅ ｉｓ 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ｓｕｃｈ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ｏ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ｉ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ｅ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ｌ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ｉｓ ｏｎ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ｉｎ ｓｕｃｈ ｃａｓｅｓ,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ｉ￣
ｍ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ｖｅ ｍａｎｎｅｒ(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ａｒ￣
ｇｅ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５ 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ｗ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ｕ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ｍａ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ｏｒ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２７１

２７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ｉｆｔ
ｂｙ ｓｏ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ａｒｋｅｔ￣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ｍｕｓｔ ａｄａｐ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ｏ ａ￣
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ｏｗ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ｖ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ｂｙ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ｐｒｏｆｉ￣
ｔａｂｌｙ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 (１)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ｂｒｏａｄ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１ １, ｄｕｅ ｔｏ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ｉｎｇ ｓｅｔ￣ｕｐ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ｘ￣

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ｂｅ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ｉ. 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ｆｌｅｄｇｅｄ,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

ｇｅｎｔｓ) . Ｓｕｃｈ ａ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ｄｒｉｖｅ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ｓｅｎ
ｃａｐｓ ｏｎ ａｇｅｎｔ ｆｅ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ｏｒ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ｎｄ / ｏｒ
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 ｉ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ＭＣＣ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ＶＴＢｓ) .

５ 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Ｙｅ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ａｒ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ＧＰＦＩ)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 ｕｓｅ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ｓ, (４)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ｕ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ｓ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ｍａ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ｓ ｈｅｉｇｈｔ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ｏｓｓ ｏｒ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ｃｌｉ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ＰＦＩ (２０１６) .

２７３

２７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ｌｌ ｓｕｃｈ ｒｉｓｋｓ ａ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ｗｈ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ｇ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ｏｒ ｎｅｗ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ｔｅｎ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ｉｌｌ￣ｅｖｏｌ￣
ｖ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ａｖｅ ｒｉｓｋ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ａｎｙ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
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 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ｎｅｗ ｒｉｓｋ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２Ｐ)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ｆ ｓｕｃｈ ｒｉｓ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ｅ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Ｅｚｕｂａｏ ｃａｓｅ ｉｓ ａ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ｔｅ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ｕ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ｉｓｋ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ｗ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ｅ ＢＯＸ ４ ６) . Ｍｏｒｅ ｗｏｒｋ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ｒ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

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ｖｉａ “ｒｅｇｔｅ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ｌ￣
ｒｅａ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ａ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ｎｅａｒ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ｏ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ｅａｌ￣
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ａｓｔ￣ｍｏ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５ ５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２,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ｔｙｐｅ,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ＴＢｓ 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ｈｉｇ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ＭＣＣｓ ｆ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ａｌｓｏ ｅｘｉｓｔ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ＣＣｓ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ｂｙ ＭＣＣ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ＣＣ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ｎｔ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ｓｔｅｅｌ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ｌｌ ｏｆ ｗｈｏｓ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Ｂｏｔｈ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ｆａｃ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ｗ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Ｔ￣
Ｂ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ｙ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ｂａｎｋｓ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ｌｌｏｗ ＶＴＢ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２７５

２７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ｒ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ＶＴＢ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ｈｅ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ｅ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ＶＴＢ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ＴＢ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ｆｏｒｍ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ｅｎａ￣
ｂｌｅ ｓｕｃｈ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ＭＣＣ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１)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ＣＣ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２)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ＭＣ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ＭＣＣ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
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ｕｎｔｙ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ｇｒｅａ￣
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ＣＣ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ｇｈ ｅｎｔｒ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ｓｅｄ; (４)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ＣＣｓ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５)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ＭＣＣ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６) ｃｏｎ￣
ｄｕｃｔ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ＣＣ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ｏｓｅ ＭＣＣｓ ｔｈａｔ ｏｂ￣
ｔａ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ｔｏ ＶＴＢ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ＣＣ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ｍ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
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ｌ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ｖｉ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ａｓｔｅｒ, ｌｏｗｅｒ￣ｃｏｓ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５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５ ６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ａｋｅ ｕｐ, 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６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 ２０１７ ＰＢ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ｗｅｌｌ ｉｎ ｓｏｍｅ ａｓ￣

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ｙ ｖｉ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ｌｏ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ｏ ｇ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ｌｅｓ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ａｎ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 ｐｏ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ｌｏｗ ｒｅｇ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ｔｈｅｍ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

ｇ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ＰＢＯＣ, ２０１７) .

２７７

２７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ｂａｓｉ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ｅｄ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ｇｕｉｄ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ｕ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ｓｅｌｆ￣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ｉｓｋ￣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ｖ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ｔ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ｌｌ ｓｉｘ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ｏｔｈ￣
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ｇｌｏｂ￣
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ｃａｖｅａｔ ｔｏ ｋｅｅｐ ｉｎ ｍｉ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００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ｅｎｔ￣ｕｐ”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ｒａｃｋ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
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ｊｕｓｔ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ａｔ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２８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ｍｉｘ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ｅｋ ｔｏ
ｅｍｕｌ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ｓ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ａｙ ｌｉ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６ １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ｃａｎ ｅ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ａｓｔ￣ｍｉｌ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
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ｎｉ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ｓ
ｏｆ ２０１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ｏｏｄ ａｔ ７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ｏ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２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７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ｈａｖ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ｐ￣
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ｔａｉ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２)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ＢＯＣ) ｈａｓ ｅｎｃｏｕ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ａｇｅ １５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Ｓｅｅ ｐｒｅｖｉ￣

ｏｕ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３ ａｎｄ 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ａｌｅ(ＰＯＳ) ￣ｅｎａ￣
ｂ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ＭＣＣ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ｂａｎｋｓ (ＶＴＢｓ) ,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ｌｅｎｄ￣

ｉｎｇ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ａｓ ａ ｄ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ｏｒ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 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ｔｃ) ｍｕｓ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ｖｉａ ｃａｒｄ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ｆｒｅｅ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ｓｈ ｔｏ ｐａｙ￣
ｍｅｎｔ ｃａ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ａｌｉｎｇ ＲＭＢ

４９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 ＄ ７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ａｎ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ｎｇ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ｓｕｃｈ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ａｒｎ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ｐｌａｙ(ｅ. ｇ., ｖｉ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ｕａ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ｖｉａ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ＰＭＩ(２０１６)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ＢＯ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８１

２８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ｅｎ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Ｏｎｅ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ｌｓｏ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ｆｌｅｄｇ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ｍａｎｙ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ＲＣＣ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ｉ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ｖ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ｔ ｉｓ ｌｅｓｓ ｃｌｅａｒ ｈｏｗ ｆｕｌ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ｆａｒ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ｖｏｌｖ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ｎｕａｎｃ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ｎｇ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ｔｓ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ｍｅａｎ? Ｓｏｍｅ ｕｎ￣
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ｍａｌｌｙ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ｕｎｍｅｔ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Ｔｈｅ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ｎｅｅ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ｐｒｅ￣
ｓｕｍａｂｌｙ ｂ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ｖｉａ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ｃ￣
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ｍａｙ ｂｅ ｓｏ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ｅｒｓｅｄ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ａ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ｎｕａｎ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６ 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ＳＥｓ)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ｆｆｅｒ
ｈａｖｅ ｇａｒｎｅｒ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ｒ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２０００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４) .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ｎｅ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ｂａｎｋ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ｖｉａ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ｂａｎｋ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ｆ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ｒｄ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ｊｏ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 ｍｏ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ｎｄ￣
ｉｎｇ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ｓ,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２８３

２８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ｔｓｅｌ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ｖ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ｕｂ￣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ｇｅｎｔｓ,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ｅ. ｇ., ＶＴＢｓ ａｎｄ ＭＣＣｓ) , ＡＴ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ａｉｌ ＰＯＳ ｔｅｒｍｉ￣

ｎ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ａ ｗｉ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ｇ., ｄｅｂｉｔ 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ｓｔｅａｄ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ｓｔｓ (ｅ. ｇ.,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ｎｏｎ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ｍｏｒｅ ｖｉａｂ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
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ｕｉｌｔ ｏｆｆ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ｅｒｓｏｎ (Ｇ２Ｐ)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ｄｕｅ ｄｉ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ｏｐｅｎ ａ ｂａｓｉｃ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ａ￣
ｂｌ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ｋｅｙ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ｙｓｅ (２０１０) .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４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ｅ
ＢＯＸ ６ １) . Ｗｈｉｌ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
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ｅ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ｒｇｕａｂｌｙ ａ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ｆｕｌ ｕ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ＯＸ ６ １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ＰＦＩ)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ＢＯＣ,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ｐｉｃ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ＧＰＦＩ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ｍ ｃｏｍｐｒｉ￣
ｓ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ｒａｆｔ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ａｓ ＨＬＰｓ) .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Ｇ￣２０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ＨＬ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Ｌ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６６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ｉｓ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４)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５)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６)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７)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８) Ｔｒａｃ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ｐｆｉ.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２０￣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８５

２８６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６ 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ｅ.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ａ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ｏｆ￣
ｆｅｒ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 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Ｙｅｔ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ｔｈ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
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ａｎｄ Ｔｅｎｃ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ｎｏｗ ｂｏｔｈ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ｓ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ｅｖ￣
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ｖｉ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ｅ. ｇ,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ｌｏｗ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ｂ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ｅｘ￣
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 ｇ.,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 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ｉｆ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ｕ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ａ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ｄｉｓｒｕｐｔ ｉｎｃｕｍｂ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 ｓｕｉ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ｌｉｐａｙ, Ｙｕｅ￣
ｂａｏ, Ａ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ｂａｎｋ—ａ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ｌｉｂａｂ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ａｙ ｉｎ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ａｓ Ａｌｉｐ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ｌｅｒｓ ｏｎ Ｔａｏｂａｏ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ｌｉｐａ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ａ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Ｙｕｅｂａｏ, Ａ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Ｙｂａｎｋ ｓｉｍｉ￣
ｌａｒ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 ｈｕｇ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ｒ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ｖｉｄ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ｌｉｐａ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ｔ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ｉｐａ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ｃｈ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ｔ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ａｔ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ｅｎｃｅｎｔｓ ＷｅＣｈａｔ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ＷｅＣｈａｔ ｕｓｅｒ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ｅｎｐａｙ, Ｔｅｎｃｅｎ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ｓ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ｅｔ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ｏｌ ｉｎｔｏ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ｂｌｅ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ｇｉｆｔｓ” ｏｒ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ｖｉａ Ｔｅｎｐ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ｕｐ ｆｒｏｍ 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ｓｕ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ｅｎ ｄｉｓ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ａｙ ｇａ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ｒ ｎ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
ｃｕｌａ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ｄ￣


“Ｏｖｅｒ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ＷｅＣ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ｑｚ ｃｏｍ / ６１３３８４ / ｏｖｅｒ￣

８￣ｂｉｌｌｉｏｎ￣ｒｅｄ￣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ｎｔ￣ｏｖｅｒ￣ｗｅｃ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ｙｅａｒ / 

２８７

２８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 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ａｃ￣
ｈｉｎｇ ｌａｓｔ￣ｍｉ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
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ｍｅｔ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ｉｌｖｅｒ ｂｕｌｌｅ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ｌａｓｔ￣ｍｉ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６ ４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ｆｏｓ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ｄ￣
ａ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ｓｅｅｋ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ｍｅａｎ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ｗｅ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ｅ.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
ｃ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ｎｌｙ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ｅ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ｏｒｅ ｅａｓ￣
ｉｌｙ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ａｓｅｓ,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ｏｒ ｄｉ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ｇｉｖｅｎ ｎｏｔｅ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ｎｏｗ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ｎｅｗ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２０１５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ｉｎ￣
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ｓｔ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ｍｅａｌ,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ｔｏ ｔｈａｔ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
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ｕ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ｖａｌ￣
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ｍｏｒ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ｓ ｓｕ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ｌｉ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
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２０１４ ｗ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Ｅ￣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ＢＲＣ) .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ｎ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２０１５) .

２８９

２９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ｃ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ｅｍｅ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ｒｉ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ａｋ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Ｐ２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ｓｔ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 Ｐ２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ｍｉｎ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ｉｖｉｎｇ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ｐｕｒ￣
ｓｕ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ａ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ａ 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ｓ: (１)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２)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ｒ ｒｉｓｋ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３)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 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ｕｌｙ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ｆ ｒｉｓｋｓ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ｗｉｓｈ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ＢＯ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ＣＢＲＣ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ｕｎｄ ｓａｌ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ｉｖｅｄ ｏ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ｚ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ｏ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ｅ￣
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ｅ. ｇ., ｓｉｘ ｔｏ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ｉ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ｕ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ｉｓｋ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ｐｏｓｅ

６ ５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Ｐｉｌｏ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ＰＢＯＣ, ＣＢＲＣ,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ＩＲＣ)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ｅ(ＭＯＦ) ,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ｉ￣
ｔｉａｔｅｄ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ｎｅ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ｐｏｌｉ￣
ｃｙ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ｅｄ ｂｙ ａ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ｄ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ｓ ｐｉｌ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ｏ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９１

２９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ｏ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ＭＣＣ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ｏｎ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ｂａｎｋ￣ｂａｓｅｄ ｐｏｖ￣
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ＧＯ) ￣ｌｅｄ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ｉｌｏ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ＣＣｓ)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
ｏｐ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ｕｐ ｏｆ ａ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ａｓｈ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Ｇ２Ｐ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ａ ｆｅｗ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ｃ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ｕｎｉｑｕ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ｃａｎ ｌｏｗｅｒ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ｃｏｕｒ￣
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ａｎ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ｎｅｗ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ｉ. ｅ.,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ｉ. ｅ., ＭＣＣｓ)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ｓ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ｉｎ ｍｉｎｄ ａｎ ｅｘｉ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ｉｌｏ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ｉｌｏｔ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ｃｃｅｓｓ

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６ ６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ｆａｉｒ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ｒｅ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ｆａｃ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ｅｒｖｅｄ ｏｒ ｕｎｓｅｒｖ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ａｄ￣
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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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ＣＢＲＣ(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２０１４.

[Ｎｏ ２２２]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１２] ＣＢＲＣ(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２０１５.

[Ｎｏ ８]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ＣＦＩ(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 ＡＣＣ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１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ｌｏｇ ｆｉｌｅｓ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１２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ｈａｔｓ￣ｔｈ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ｄｆ
[１４] ＣＦＩ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ｒｇ

[１５] Ｃｈｅｎｇ Ｘ , ａｎｄ Ｈ Ｄｅｇｒｙｓｅ ２０１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０￣０７５;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２０１０￣

３４５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ｉｌｂｕｒ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ｌｂｕｒｇ,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ｎｉｃ ｃｏｍ ｃｎ / ＩＤＲ / Ｒｅｐｏｒｔ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１１ / Ｐ０２０１６１１１ ４５７３４０９５５１７４２. ｐｄｆ

[ １７ ] ＣＨＦＳ (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３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ｆｓ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ｃｈｆｓ ｈｔｍｌ

[ １８ ] ＣＨＦＳ (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５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ｆｓ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ｃｈｆｓ ｈｔｍｌ

[１９] ＣＩＲＣ(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２０１４ [Ｎｏ ８９] (Ｉｓｓｕｅｄ)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０] ＣＩＲＣ(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２０１５ [Ｎｏ ３１] (Ｉｓｓｕｅｄ) .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１] ＣＩＲＣ(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２０１５ [Ｎｏ ６９] (Ｉｓｓｕｅｄ) .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２ ] ＣＩＲＣ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Ｍ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ｅ) , ａｎｄ ＭＯ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２０１５ [Ｎｏ ２５]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ＣＰＡＤ(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２０１４ [Ｎｏ ７８]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４] ＣＰＭＩ(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６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ｌ,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２５ ] ＣＳＲＣ (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２０１５. [Ｎｏ ４４]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６]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 Ｌ Ｋｌａｐｐｅｒ, Ｄ Ｓ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Ｐ Ｖａｎ Ｏｕｄｈｅｕｓｄｅ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１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７２５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２７] Ｇ￣２０(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ｙ) . ２０１６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ｐｆ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Ｇ２０％２０Ｈｉｇｈ％２０Ｌｅｖｅｌ
％２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０ｆｏｒ％２０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２０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ｄｆ
[２８] 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ｌ, ２０１４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ｗｗｗ ｇａｌｌｕｐ ｃｏｍ

[２９] ＧＰＦＩ(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２０１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ＣＧＡＰ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ＰＦＩ / ＣＧＡ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３０] ＧＰＦＩ(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ＧＰＦＩ / ＣＧＡ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２９７

２９８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３１] ＩＭＦ ＦＡ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 . ２０１６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ｆａｓ ｉｍｆ ｏｒｇ

[３２] Ｋｉｌａｒａ, Ｔ., ａｎｄ Ｅ Ｒｈｙｎｅ ２０１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 ＣＧＡＰ Ｂｒｉｅｆ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 ＣＧＡ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３３] Ｋｕｍａｒ, Ｋ ２０１１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ＣＧＡＰ Ｂｌｏ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ｇａｐ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ｂａｎｋｓ￣ｈａｖｅ￣ｓｏｍｅ￣ｇｏｏｄ￣ｎｅｗｓ％
Ｅ２％ ８０％ Ａ６ａｒｅ￣ｔｈｅｙ￣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３４] Ｋｕｎｔｃｈｅｖ, Ｖ., Ｒ Ｒａｍａｌｈｏ, Ｊ Ｒ Ｍｅｚａ, ａｎｄ Ｊ Ｓ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２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ＳＭ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３５] ＭｃＫａｙ, Ｃ., ａｎｄ Ｙ Ｅ Ｓｅｌｔｚｅｒ ２０１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ｅｎｔｒｉｃ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ｓ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 ＣＧＡＰ Ｂｒｉｅｆ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 ＣＧＡ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３６] Ｍ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Ｎｏ ８５]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３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Ｃｈｉ￣

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３８]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０４ [Ｎｏ ２５０]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３９]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０６ [Ｎｏ ２７２]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０]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０９ [Ｎｏ ２２４]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１ ]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２]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０ [Ｎｏ １７]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３]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１ [Ｎｏ １７７]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ｃａｒ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４]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４ [Ｎｏ ２３５]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４５]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Ｎｏ ４３] (Ｉｓｓｕｅｄ)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６]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Ｎｏ ３９２]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７]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６ [Ｎｏ ３１４] (Ｉｓｓｕｅｄ)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
ｎａ

[４８]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７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１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９] ＰＢＯＣ(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ＣＢＲＣ(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ＣＳＲＣ(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２０１０ [Ｎｏ １９８]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ｄ￣
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５０]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２０１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５１ ]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ｉｘ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Ｎｏ ６５]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５２ ] ＰＢＯ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ｉ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Ｎｏ ２２１]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５３]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Ｃ ２０１３ “Ｄｏ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 Ｂａｎｋａｂ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５４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ＡＣ) . ２０１４ [Ｎｏ ２３６]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 Ｔｒｉａｌ) ( ｄｒａｆ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５５] Ｓｈｒａｄｅｒ, Ｌ., ａｎｄ Ｅ Ｄｕｆｌｏｓ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ｌｅｓ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ＧＡ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２９９

３０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５６] Ｓｐａｒｒｅｂｏｏｍ, Ｐ., ａｎｄ Ｅ Ｄｕｆｌｏｓ ２０１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 ” Ａ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Ｇ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Ｎｏ ７(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５７]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１９９６

[Ｎｏ ３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５８]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２９] (Ｉｓｓｕｅｄ)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５９]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４

[Ｎｏ ２９]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６０]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５

[Ｎｏ ７４] (Ｉｓｓｕｅｄ) .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６１]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１９９７ [Ｎｏ ２０]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ＢＯＣ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
ｎａ
[６２]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２０１５ [Ｎｏ ８１]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６３]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２０１６ [Ｎｏ ２１] (Ｉｓｓｕｅｄ)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６４]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ｆｓ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６５] Ｔｓａｉ Ｋ ２００６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

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ｌｔｉ￣
ｍｏｒｅ, Ｍ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ｃｃ ｇｏｖ /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 ２００６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 ｗｒｉｔｔｅｎ＿ｔｅｓｔｉｍｏ
ｎｉｅｓ / ０６＿０８＿２２＿２３ｗｒｔｓ / ０６＿０８＿２２＿２３＿ｔｓａｉ＿ｋｅｌｌｅ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ｐｄｆ

[６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６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６ ＧＰＳＳ(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ｒｖｅｙ) .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ｔｏｐｉｃ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ｂｒｉｅｆ / ｇｐｓｓ

[６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ｕｒ

ｖｅｙｓ ｏｒｇ / 

[６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７ｂ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７０]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

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 ８

[７１]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ｕ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１０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Ａｒ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Ｍａｎｄａｌｕｙ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
ｔ / ｌｅｓ / ｐｕｂ / ２０１０ / ｒｕｒａｌ￣ｎａｎｃｅ￣ｐｒｃ.ｐｄｆ

３０１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ｗｅｌ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ＷＢＧ)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ｂｏｔｈ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ｉｎ ｂｏ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ｅ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ｌｓｏ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ｌｌｓ ｋｅ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ＷＢＧ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ｒａｆ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ＢＲＣ,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ＩＲＣ, ＭＯＦ,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ＰＢＯ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Ｂ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ＢＯＣ ａｎｄ ＷＢＧ ｈａｖ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ｓ ｏｎ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
ｆｏｒｍａｔ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