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民故事走进联合国
蚂蚁金服经验或有望在国际推广

“按照这种模式，一个
中国农民买保险比我自己
买保险都容易！”7月10日，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笑着说
道。当天，他来到蚂蚁金服
总部，在听到蚂蚁金服的扶
贫保险模式的时候感叹中
国互联网公司的效率和创
新。金墉也鼓励蚂蚁金服
将成功模式推广到非洲去，
并表示世界银行愿意做蚂
蚁金服的有力后盾。

好事成双。当地时间7
月13日，在罗马召开的联
合国粮农署会议上，3个中
国农民的故事再次吸引了
世界的目光。当天下午，蚂
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负
责人陈嘉轶介绍了蚂蚁金
服服务农村金融的三种模
式蚂蚁金服农村金融的中
国实践，让与会官员和各国
专家看到了农村金融的全
新模式。

联合国粮农署高级经
济学家Carlo Bravi 表示，
“蚂蚁金服农村金融是在构
建小而美的价值链，通过数
字化生态系统，让产业链上
最小的农户也能享受金融
带来的便利，是世界农村金
融的大势所趋。”

与其他金融机构、其他互联网
公司相比，蚂蚁金服的农村金融有
什么特别之处呢？“生态的力量是蚂
蚁金服农村金融的一大特色”。在
陈嘉轶看来，阿里巴巴村淘、天猫都
发挥了体系内的巨大能量，而中和
农信、中华保险，以及蚂蚁金服与中
华保险成立的合资公司农联中鑫都
是蚂蚁金服农村金融的伙伴，正是
他们在一起的化学反应，提升了服
务的效率。

供应链金融就是这种化学反应
的最好例子。“从一头牛的养殖、出
栏到消费者的餐桌，都有蚂蚁金服
和阿里生态的参与”。2016 年开
始，牛业企业科尔沁开始与蚂蚁金
服合作，为科尔沁的大型养殖户提供
无抵押贷款。

具体来说，蚂蚁金服提供纯信
用贷款给科尔沁签约的养殖户或合
作社，该笔贷款通过农村淘宝的农

资平台定向购买科尔沁指定的品种
牛及其他养殖所需的饲料。当肉牛
出栏后，科尔沁向养殖户进行收购，
收购款项将优先偿还蚂蚁金服的贷
款；科尔沁将肉牛屠宰、加工后，产
出的生鲜牛肉及牛肉制品通过天猫
生鲜进行销售。在整个过程中，蚂
蚁金服与中华保险联合，为农牧产
业龙头企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
过保证保险增信方式获得低成本、
高效率的融资。

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方式的接
入，有助于更精准的保证“专款专
用”。牧民获得的贷款，并不是现金，
而是在淘宝农资农具平台上购买涉
农产品的额度，即“贷钱换物”。同
时，从贷款到购买农资农具、到养殖、
销售，都在阿里生态内的数据平台上
有显示，可以实现从“贷”到“销”的数
据监控，为食品安全提供数据回溯的
基础。

“以前是中国向国外学习，现在
国外也注意到中国的模式创新，开始
向中国学习了”，陈嘉轶曾经从事农
村金融10多年，对于这个行业的变
化，她深有感触。

与她相同，联合国粮农署相关
人士也表达了对蚂蚁金服模式的肯
定。联合国粮农署高级经济学家刘
学明对蚂蚁金服的农村金融模式感
到十分震撼。“从过去这几十年包括
孟加拉等国的农村金融实践经验来
看，在整个金融生态链中，蚂蚁金服
在全世界上绝对领先。它把技术手
段和理论手段相结合，是很好的模

式。把这些经验如果推广到亚太地
区和其他国家将惠及更多农户。此
前，国际上也有一些机构在做农村
金融，但是像蚂蚁金服能达到这样
的规模、取得这样的成效，还建立了
相应的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操作流
程，是非常罕见的，也是值得各国学
习的。”

据悉，蚂蚁金服农村金融、村淘
还将参与粮农署、国际农发基金在中
国陕西的扶贫项目考察。“十年前，是
中国从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今天蚂蚁
金服的中国经验应该复制推广到全
球。”

“多亏了中和农信和蚂蚁金
服，帮我渡过了这个大难关”。
因母亲和自己生病，51岁的湖南
岳阳平江县村民艾煌兮一家“因
病致贫”。2015年，他和妻子钟
春兰通过支付宝获得了中和农
信与蚂蚁金服联合提供的3万元
贷款，贷款后买的车，为艾大哥
一家的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

以中和农信为代表的“线
上+线下”熟人模式，就是蚂蚁金
服农村金融的三大模式之一。
2015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
的小额贷款机构中和农信开始
与网商银行（蚂蚁金服发起成立
的民营银行）的合作，2016年 6
月，双方共同宣布合作升级。
2016年12月20日，蚂蚁金服宣
布战略投资中和农信。对中和
农信来说，已经有20年的中国贫
困县的小额贷款经验，在互联网
时代，需要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支

持，对蚂蚁金服来说，中和农信
也可以成为其触及农村用户的
有力抓手。

除了中和农信，阿里巴巴村
淘也成为蚂蚁金服农村金融的
重要合作伙伴。数据显示，农村
淘宝自2014 年启动以来，已经
覆盖了29个省近700 个县3 万
个村点，在农村淘宝“村小二合
伙人”中，45% 以上是女性，其
中75%左右的人在35 岁以下，
高中以上学历达80%。这些遍
布全国的村小二就成了跑村串
乡的“小会计”：在村小二的帮
助下，很多村民申请到了蚂蚁金
服的旺农贷，帮助了他们的生产
生活。

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
负责人陈嘉轶表示，蚂蚁金服农
村金融目前有这样三大模式。
一是数据化金融平台模式：通过
网络方式为全国范围的“三农”

用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包括支
付、保险、信贷等服务。而是通
过中和农信、村淘小二等实现的

“线上+线下”熟人模式：在信息
化和金融服务欠缺的县域、乡
村，通过这些合作伙伴的“熟
人”，为用户提供贷款等金融服
务，现已实现全国范围的覆盖和
较广范围的贫困县覆盖。第三
种模式则是三农金融服务的升
级，供应链金融模式：面向龙头
企业的大型养殖户，与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中华保险）联手，提供从贷款到
销售的金融服务、生态服务。

在这三种模式下，从几年前
成立农村金融事业部，三年来，
蚂蚁金服已经为超过1.6亿农民
提供包括信贷、保险、支付等在
内的金融服务，服务农村小企
业、个体工商户、种养殖户175.7
万家。

从贫困户到大农户

众人拾柴

“学生”变“老师”

湖南平江县农民艾煌兮通过蚂蚁金服获得贷款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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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跷板新变数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窄幅

震荡，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尽管沪指依靠保险银行股最

终收红，且收出本轮反弹的收盘新
高，但深成指却连续多日调整，创业
板指盘中甚至跌幅近2%，最终创业
板指一周跌幅4.9%，沪指却连续四周
收阳。从成交分析，尽管上周五两市
合计成交萎缩，但近一周成交量环比
有所增加，显示场内活跃度有所增
强。技术上看，两市股指跷跷板行情
依然突出，沪指收在5日、10日均线
之上，深成指却失守5日、10日、20日
均线，创业板指甚至失守所有均线；
60分钟图显示依然是沪强深弱，沪指
依然站在5小时均线之上，但深成指
却没有收复该线；从中线指标来看，
沪指60小时均线在3196点，深成指
已经连续三日失守该线，创业板指距
离该线已经有4%的距离，显然短期
多数个股已经在笔者提到的时间窗

口开始调整。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略减，各期指合约负溢价
水平整体继续明显缩减，上证50主
力合约甚至出现正溢价。从消息面
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而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从去杠杆变成稳
杠杆，给出缓冲期。综合来看，消息
面显然利多后市，但市场在这个位置
的确处于时间窗口，不过由于近期市
场波动较小，因此，短期走势或许还
会有一些跷跷板新变数。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广东鸿图（002101）3万股，尖峰
集 团（600668）5 万 股 ，东 方 园 林
（002310）4万股，山东黄金（600547）
1.6万股，南山控股（002314）6万股，
青岛海尔（600690）3.4万股，启迪桑德
（000826）1.3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343563.04 元，总净值 6449193.04
元，盈利3124.6%。

周一操作计划：广东鸿图、尖峰
集团、山东黄金、东方园林、青岛海
尔、南山控股、启迪桑德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业绩主导走势
鹏辉能源（300438）：7月14日

涨停。7月13日公告称，预计今年前
6 个月净利润 8735 万元-10045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130%。公
司主营锂电池，是当下的主流热点之
一。最近，业绩成为个股股价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洪汇新材、酒鬼酒的涨
停也是因为公司中报业绩预计大
涨。而银河生物、长海股价等的跌
停，也是因为中期业绩预报不好。此
外，周五收市后，同花顺等发布了业
绩预减公告。

睿能科技（603933）：7月14日
涨停。7月6日上市，上市第7天一
字板打开。次新股在5月底6月初止

跌后，盘整了5周，到上周又开始下
挫。深次新股指数上周下挫7.85%，
次新股指数上周也跌了6.51%。睿能
科技主营ic产品分销业务，针织横机
电控系统等。次新股的转折通常是
由刚上市、一字板才打开的个股的强
势来实现的，睿能科技是否能带领次
新股止跌呢？还需观察。

中储股份（600787）：7月14日
涨停。7月14日午间，万科A突然停
牌，下午，公司公告称，万科A与普洛斯
CEO梅志明、厚朴投资等联合组成的财
团共同参与普洛斯私有化，交易总价折
合人民币约785亿元。普洛斯为亚洲
最大的现代物流设施提供商，业内人士
认为，此次并购或将影响中国的整个物
流行业。公开资料显示，中储股份第二
大股东为普洛斯的下属公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追 涨 杀 跌

保险业净流入居前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5个行业资

金净流入，其中保险、酿酒行业、银行
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56个行业
资金净流出，其中软件服务、机械行
业、医药制造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6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艾迪精密（603638）公司主要从

事液压技术的研究及液压产品的开

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液压破
拆属具和液压件等液压产品。16日获
机构净买入3997万元。

中鼎股份（000887）公司主营业
务为密封件、特种橡胶制品(汽车、摩
托车、电器、工程机械、矿山、铁道、石
化、航空航天等行业基础元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与服务。16日获机构
净买入2518万元。

鹏辉能源（300438）主要生产聚合
物锂离子、锂离子、镍氢等二次充电电
池，锂铁、锂锰、锂亚硫酰氯、锌空等一次
电池。16日获机构净买入1889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掘金龙虎榜

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当你还蜷缩着在办公桌

上打盹时，位于成都高新区的 90
后小白领们却解锁了一种午睡新
姿势：花上 10 块钱就能在个性化
的“共享休息舱”睡一觉。

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共享休息舱位于高新区创业
公司里，虽然看似两个硕大的白箱
子，但科技感十足，不仅配备免费
的一次性床单毛毯，而且还有插
座、USB等。

据透露，目前“共享休息舱”在
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都有出现，
而成都目前只有3组6个“舱位”。
不过在北京中关村的“共享休息
舱”已被警方查封，原因尚不明确。

现场探访/
扫码入住分时段计费

作为新新职场人士，90后的
方敏在高新区优客工场的一家创
业公司上班，酷暑难耐的午饭后只
能宅在办公室小睡一会儿。

此前，她在网上淘了一张“午
睡床”，虽说比趴在办公室桌上午
睡舒服，可有时也感觉睡相有失风
雅，而最近，所在优客工场的一个
40平方米共享厨房（白领餐饮共
享平台）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名
为“共享休息舱”的新事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现场看到，“共享休息舱”远看就是
两个硕大的白色箱子叠放起来，正
前方有一块蓝色显示屏，外观看起
来颇具未来感。目前的价格设置是
高峰期10元/半小时，超过半小时每
分钟0.33元，高峰时段为每天11:
00-14:00。非高峰期价格是6元/
半小时，超过半小时每分钟0.2元。

“我是最先体验一批人。”方敏
说着演示了入驻的一系列环节：扫
描舱外二维码、注册、选择服务、开
始计费，舱门即可打开。然后从旁
边架子上取出一次性床单、枕巾和
毛毯，就可钻进休息舱。休息结束
后，扫描舱内二维码结束计费，然
后将用过的一次性床品和毛毯放

进旁边箱子。

共享公约/
一舱一人谢绝过夜

“共享休息舱”舱内有枕头和床
垫，没有空调，但有一个小风扇，使
封闭空间不至于太闷热。舱内镜
子、插座、usb接口一应俱全，三种灯
光可自由切换。每天有专门的保洁
员每天来打扫卫生，定时更换床单。

自助入住，想要美美地睡一
觉，自觉就很重要。

据了解，“共享休息舱”的使用
规则明确了一系列共享公约：比如
禁止喧哗打闹，禁止吸烟、饮食、饮
酒等提示，尤其是每舱仅限一人使
用，不提供过夜服务。舱门外的摄
像头能够实时监控周围情况。

优客工场的相关人士林女士
说，联合办公社区的特点就是这
样，除了每个人的办公桌，很多东
西都可以共享，并且联合办公室的
租 金 比 普 通 写 字 楼 要 便 宜
40%-60%。共享休息舱入驻后，
日常维护和监督也都由优客工场
负责，一定程度上也节省了运营成
本。在她看来，在这里共享休息
舱，不仅是一门新兴的共享经济模

式，也是年轻白领新的生活方式。
据透露，目前“共享休息舱”在

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都有出现，
而成都目前只有3组6个“舱位”，
七成尝鲜者都是90后。

专家观点/
新模式潜力有待挖掘

据悉，“共享休息舱”近期在北
京、上海出现后，引来大批体验者及
媒体，迅速走红，成都“舱位”与7月
8日正式向消费者开放，可就在一
周后，7月15日，当北京某电视台记
者再次前往北京中关村的“共享休
息舱”去体验时，发现大门紧闭未营
业。据知情人透露享睡空间已被
警方查封，具体原因尚不得知。

就此，16日下午5点过记者联
系了成都高新区优客工场的有关
人士林女士，她表示，成都的共享
休息舱还在正常运营，没有收到暂
停使用通知。

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李蔚认
为，目前的午睡经济比较零碎，主
要是针对办公室白领一族而言。
相比于咖啡厅、理发店、按摩店、酒
店钟点房等一些附加的午睡功能，

“共享休息舱”是一个新事物新模
式，地处上班的写字楼比较方面，
而且充分利用了空间。瞄准午睡
经济的休息舱，“只要卫生方面做
得好，价格合理，还是有发展潜力
的”。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从目前
来看这种模式如何在更多地方推
广还有待论证和进一步的升级，另
外共享休息舱该如何来管理，由谁
管理，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熊英英实习生吴梦婷罗靖摄影报道

“共享休息舱”按分钟计费
投入1周陷“被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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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共享休息舱”。

“共享休息舱”外观。

“共享休息舱”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