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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贷协发〔2017〕33号 

 

  

关于召开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暨行业可持续发展推进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

各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员单位： 

兹定于2018年1月召开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以下简称“中

贷协”）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暨行业可持续发展推进

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8年1月30日（周二）、31日（周三）。1月29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地点 

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临江路3号钱江君廷酒店。具体详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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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8。 

三、会议内容 

（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月30日上午） 

主要会议议程： 

1、审议《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2017年工作报告》； 

2、审议《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2017年财务工作报告》； 

3、审议《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2017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地方协会专门委员会工作

规则》； 

5、审议《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小微贷专业委员会运行规

则（试行）》； 

6、增补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会员理事。 

（二）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1月30日上午） 

（三）小贷公司行业可持续发展推进会（1月30日下午、晚

上，1月31日全天） 

主要活动安排： 

1、召开金融办（局）座谈会； 

2、召开小贷公司座谈会； 

3、发布《全国优秀小额贷款公司简要事迹汇编》《中国优秀

小额贷款公司商业模式》和《全国小贷公司风险防控经验典型案

例选编》三套新书； 

4、宣布“全国优秀小贷人”和“全国小贷公司行业突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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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者”推介活动结果并颁发证书； 

5、宣布全国小贷公司风险防控经验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结果

并颁发证书及奖牌； 

6、“全国优秀小贷人”和“全国小贷公司行业突出贡献者”

重点推荐代表交流发言； 

7、小贷公司风险防控经验交流及优秀征文作者代表发言； 

8、向中贷协小微贷专委会专家委员颁发聘书； 

9、中贷协与相关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四、参会人员 

（一）此次会议原则上各单位仅限一人参会。附件2、3中人

员不是代表本单位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不受此限。 

（二）会员代表大会参会人员：中贷协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会员代表。会员中的非会员代表可列席会议。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按照协会《章程》，各会员代表单位应委派其法定代表人作为

会员代表出席会议，如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出席，可委托其他负

责人出席；凡受托参会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附件4）。报

名时提交《授权委托书》扫描件，参会当天需携带《授权委托书》

原件方可出席会议。会员代表单位因故不能参会的，请反馈《书

面请假说明》。 

（三）理事会、监事会参会人员：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

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单位代表参加理事会。监事、副监事长

单位代表可列席。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监事、副监事长单位

代表参加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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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持续发展推进会参会人员：中贷协会员，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领导，全国

优秀小贷人和全国小贷公司行业突出贡献者的重点推荐人员（附

件2），全国小贷公司风险防控经验典型案例选编“一、二、三等

优秀征文”代表名单（附件3）以及受邀的业内外专家、媒体记

者和非会员等单位代表。 

（五）金融办（局）座谈会参会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领导。 

（六）小贷公司代表座谈会参会人员：中贷协会员单位自愿

报名参加。 

五、参会报名工作 

（一）此次参会报名工作由中贷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和海宁宏达小贷公司共同完

成。 

（二）请所有参会人员填报《参会报名回执》（附件5）。其

中会员代表请注意参看本通知四（二）要求，受托参会的需提交

《授权委托书》，不能参会的只需提交《书面请假说明》。湖北、

贵州、西藏三个地区的参会人员请于2018年1月12日15:00前将

《参会报名回执》等电子版，直接报送至中贷协报名邮箱peixun 

@china-cmca.org。其他地区的参会人员向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指定的联系人报名（具体详见附件1）。 

请各协会指定联系人及时收集汇总辖内参会人员的《参会报

名回执》信息，并于2018年1月12日15:00时前将《×××省参会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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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统计表》（附件7）的电子版和辖内的中贷协会员代表单位需

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或《书面请假说明》扫描件（逐件）等参

会信息，一并报送至中贷协报名邮箱peixun @china-cmca.org。

请各协会注意：参会人员包括附件1、2、3中本辖内的所有人员

及金融办领导，请及时提醒报名参会。 

（三）请所有参会人员填报《住宿行程统计表》（附件6），

湖北、贵州、西藏三个地区的参会人员请于2018年1月25日15:00

前将《住宿行程统计表》的电子版，直接报送至会务保障组（海

宁宏达小贷）邮箱415225129@qq.com。其他地区的参会人员将住

宿行程报各协会指定联系人，联系人汇总后，将《住宿行程统计

表》的电子版，于2018年1月25日15:00时前直接报送至会务保障

组（海宁宏达小贷）邮箱415225129@qq.com。如遇到住宿及接送

站车辆保障等问题，可直接与会务保障组严有翼先生

18868046616咨询。 

六、住宿、用餐及交通保障 

（一）参会人员交通、住宿（含早餐）费用自理。 

（二）中贷协免费提供参会人员1月29、30、31日午餐和晚

餐。 

（三）会议期间，中贷协统一安排参会人员机场、高铁站的

往返接送和会务期间住宿酒店与会场间的车辆，具体接（送）站

时间安排及车辆联系人请详见《会议期间车辆保障安排》（附件9）。 

（四）此次会议住宿统一安排在钱江君廷酒店、开元古城酒

店和开元颐居酒店，需各参会人员提前自行预订酒店。住宿标准：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mailto:415225129@qq.com
mailto:41522512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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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君廷酒店协议价450元/晚，开元古城酒店和开元颐居酒店协

议价400元/晚（距会议地点钱江君廷酒店均约1000米）。 

七、会议联系人 

（一）中贷协报名处 

刘  芳  010-66413525  13910276997  

孟庆轩  010-66416931  13811319126  

国文琪  18642637376 

中贷协报名邮箱：peixun @china-cmca.org 

（二）酒店联系电话 

钱江君廷酒店总台电话：0573-87610208 

      酒店经理张  杰：13600560601  

开元古城酒店前台电话：0573-87627058  

开元颐居酒店前台电话：0573-87686888  

（三）会务车辆保障组 

杭州萧山机场—酒店，接送站联系人：严有翼18868046616。 

杭州高铁东站—酒店，接送站联系人：韩吉亚18857385231。 

 

 

附件1：《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员（会员代表）名单》 

附件2：《全国优秀小贷人和全国小贷公司行业突出贡献者的

重点推荐人员名单》 

附件3：《全国小贷公司风险防控经验典型案例选编“一、二、

三等优秀征文”名单》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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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授权委托书》 

附件5：《参会报名回执》 

附件6：《住宿行程统计表》 

附件7：《×××省参会报名统计表》  

附件8：《钱江君廷酒店地址及位置图》-1、2 

附件9：《会议期间车辆保障安排》 

附件10：《杭州萧山机场接站示意图》 

附件11：《杭州东站接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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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员（会员代表）名单》  

序

号 
省份 会员单位 会员类型 

会员 

代表 

报名 

联系人 

1 北京 北京市小额贷款业协会 副监事长 是 

张硕 

15810677865  

2 北京 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3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4 北京 北京世欣元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5 北京 北京市利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6 北京 北京鑫泰小额贷款股份公司 普通会员 否 

7 北京 北京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8 北京 北京金鹏丽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9 北京 北京华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 北京 北京邦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1 北京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2 北京 北京一诺融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 北京 北京奥拓思维软件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4 北京 北京互融时代软件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5 北京 北京微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 北京 北京汇法正信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7 北京 北京中拓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8 北京 江川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 北京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0 北京 元素征信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1 天津 天津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理事 是 

于晶晶

13820532729 

22 天津 天津福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23 天津 天津易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4 天津 国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5 天津 天津融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6 天津 天津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7 河北 河北省小额贷款协会 理事 是 

刘永强

13931996013 

28 河北 明城恒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是 

29 河北 赞皇县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0 河北 定兴县鼎立巾帼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1 河北 石家庄市长安区汉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2 河北 张家口市桥西区华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3 河北 张家口市万全区瑞恒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4 河北 保定市众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5 河北 涞源县万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6 河北 高碑店市万祥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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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山西 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张娟

15234768452  

38 山西 山西省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39 山西 大同开发区阳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40 山西 吕梁市信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41 山西 晋中市左权佳益恒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42 山西 山西省平遥县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43 山西 山西省创业扶持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44 山西 晋中市丰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45 内蒙古 内蒙古小额信贷协会 普通会员 是 

汪林英

13354871986 

46 内蒙古 内蒙古融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47 内蒙古 赤峰市元宝山区高信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48 内蒙古 赤峰市翁牛特旗鑫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49 内蒙古 喀喇沁旗盛泽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50 内蒙古 喀喇沁旗中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51 内蒙古 包头市亿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52 内蒙古 内蒙古高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53 辽宁 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苗壮

13898157768 

54 辽宁 海城市后英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理事 是 

55 辽宁 营口市站前区盼盼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是 

56 辽宁 盘山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57 辽宁 东港市鸿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58 辽宁 大连庄河北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59 辽宁 锦州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否 

60 吉林 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杨盈

13009001237 

61 吉林 长春市广源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62 吉林 吉林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63 吉林 吉林省创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64 吉林 东北再担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65 吉林 吉林省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66 吉林 吉林长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67 黑龙江 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陈洪英

13394504617 

68 黑龙江 哈尔滨广顺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69 黑龙江 哈尔滨市企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是 

70 黑龙江 哈尔滨市元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71 黑龙江 大庆市广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72 黑龙江 中新（黑龙江）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73 黑龙江 佳木斯市宏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74 上海 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丁懿 

13917997456 

 

75 上海 东方邦信金融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理事 是 

76 上海 上海松江骏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77 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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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上海 上海奉贤绿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丁懿 

13917997456 

79 上海 上海静安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80 上海 上海浦东新区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81 上海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82 上海 上海金逸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83 江苏 江苏金农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秦研

13705169856 

84 江苏 双创普惠投资控股（江苏）有限公司 理事 是 

85 江苏 盐城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否 

86 江苏 南通和信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87 江苏 苏州高新区鑫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88 江苏 
淮安市清浦区金长城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普通会员 否 

89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苏鑫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90 江苏 连云港市创亿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91 江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金东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92 江苏 南通市崇川区宏信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93 江苏 张家港昌盛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94 江苏 新沂市华益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95 江苏 江苏金创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96 江苏 丹阳市天工惠农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97 江苏 扬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98 江苏 溧阳市国强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99 江苏 南京市金陵文化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00 江苏 镇江市京口区农联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01 江苏 苏州市聚创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2 江苏 无锡市阿福农贷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3 江苏 溧阳市庆丰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4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尹山湖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5 江苏 无锡市华鑫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6 江苏 淮安市淮安区万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7 江苏 苏州港口张家港保税区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8 江苏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09 江苏 无锡市华鑫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10 浙江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副监事长 是 

李学林

18698552667 

111 浙江 佐力科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是 

112 浙江 杭州市小额贷款协会 普通会员 否 

113 浙江 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否 

114 浙江 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15 浙江 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16 浙江 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17 浙江 浙江理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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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浙江 杭州萧山萧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李学林

18698552667 

119 浙江 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20 浙江 杭州盈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21 浙江 海宁鸿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22 浙江 湖州经济开发区永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23 浙江 同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24 安徽 安徽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吴绍成

17756570970 

125 安徽 安徽省皖投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126 安徽 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是 

127 安徽 合肥新站国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理事 是 

128 安徽 合肥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否 

129 安徽 阜阳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否 

130 安徽 合肥市安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吴绍成

17756570970 

131 安徽 广德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2 安徽 合肥高新区巾帼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33 安徽 安徽省合肥市宝集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4 安徽 安徽普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5 安徽 巢湖市汇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6 安徽 安徽盐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7 安徽 铜陵国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8 安徽 合肥国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39 安徽 安徽新华国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40 福建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是 陈建龙

180301839722 141 福建 龙岩市新罗区永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42 江西 江西省小额贷款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龚丝

15979091527 

143 江西 抚州高新区东方富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是 

144 江西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博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理事 是 

145 江西 大余县润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46 江西 崇仁县永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47 江西 贵溪市贵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48 江西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49 山东 山东省小额贷款企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李真真

18905313959 

150 山东 庆云县汇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151 山东 威海信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52 山东 
东营市东营经济开发区恒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53 山东 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54 山东 济宁英特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55 山东 济南市历下区鲁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56 河南 河南省融资担保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李瑞月 

15290847102 
157 河南 郑州市管城区乾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58 河南 郑州市联创融久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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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河南 开封市东京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李瑞月

15290847102 

160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邦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1 河南 登封市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2 河南 洛阳华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3 河南 三门峡产业集聚区瑞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4 河南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茂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普通会员 否 

165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水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6 河南 焦作市中站区富多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7 河南 鹤壁建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68 湖南 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王宇辉

18670005958 

169 湖北 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中贷协 

170 湖北 湖北楚天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171 湖北 武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72 湖北 武汉市联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73 湖北 钟祥市润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74 湖北 湖北中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75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华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76 湖北 宜昌市九合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77 湖北 石首市信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78 广东 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理事 是 

陈敏莉

13763303316 

179 广东 江门市小额贷款和融资担保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否 

180 广东 东莞市广汇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81 广东 广州市花都万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82 广东 广州市衡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83 广东 汕头市金平区汇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84 广东 佛山市南海友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是 

185 广东 广东省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86 广东 佛山禅城中盈盛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87 广东 江门市新会区金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88 广东 广州复星云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89 广东 广州广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0 广东 广东新供销农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1 广东 广州惠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92 广东 广东粤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3 广东 广州市恒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4 广西 广西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副监事长 是 

李帅

15078817383 

195 广西 南宁市大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196 广西 恭城农工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7 广西 来宾市鑫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198 海南 海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普通会员 是 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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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海南 海南宜信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13907589784 

200 海南 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田增大 

13907589784 

201 海南 海南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02 海南 海南惠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03 海南 海南南国合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04 海南 农信互联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05 海南 海口信航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06 重庆 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理事 是 

李冬 

15086822449 

207 重庆 重庆市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208 重庆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209 重庆 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210 重庆 重庆两江新区长江三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理事 是 

211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金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12 重庆 重庆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13 重庆 重庆两江新区科易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14 重庆 重庆永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15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隆携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16 重庆 重庆两江博瑞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17 重庆 合盈小额贷款（重庆）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18 重庆 重庆两江新区化医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19 重庆 重庆市涪陵区金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20 重庆 重庆两江新区宗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21 重庆 重庆两江新区嘉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22 重庆 重庆市农产品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23 重庆 重庆两江新区长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24 重庆 重庆市猪八戒宜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25 重庆 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26 四川 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邓聪慧

15828004427 

227 四川 龙马兴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228 四川 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理事 是 

229 四川 成都高新锦泓科技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30 四川 四川武侯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31 四川 广元市朝天国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32 四川 富登小额贷款（四川）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33 四川 南充美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34 四川 成都高新川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35 四川 广安市广安区鸿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36 贵州 贵州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中贷协 
237 贵州 剑河县冠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38 贵州 思南县汇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39 贵州 贵阳市清镇黔中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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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贵州 凯里市时代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中贷协 
241 贵州 贵州贵安新区黔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42 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兴汇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43 贵州 盘县鼎元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44 云南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张颖

15087000370 

245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和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46 云南 昆明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47 云南 楚雄海联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48 云南 
玉溪高新集团高新区康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普通会员 否 

249 西藏 西藏优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中贷协  

250 陕西 陕西文化产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李文轩 

18202985591 

251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兆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是 

252 陕西 西安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理事 是 

253 陕西 安康市财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54 陕西 西安国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55 陕西 延安市中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56 陕西 甘泉森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57 甘肃 甘肃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理事 是 

徐雁

18189527166 

258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聚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是 

259 甘肃 庆阳市西峰区中瑞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60 甘肃 酒泉市肃州区常青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61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海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62 甘肃 定西市安定区薯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63 甘肃 张掖市甘州区炜旺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64 甘肃 临夏州和政县云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65 青海 青海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符国庆

15500779339  

   

266 青海 海东地区信而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67 青海 西宁开投科技发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68 青海 西宁盛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69 宁夏 宁夏小额贷款同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倪仁

15809549319 

270 宁夏 宁夏宏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71 宁夏 宁夏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72 宁夏 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73 新疆 乌鲁木齐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是 

杨淋

13565893767  

274 新疆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万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75 新疆 乌鲁木齐市佳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76 新疆 石河子市天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77 大连 大连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国文琪

18642637376 278 大连 大连旅顺国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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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大连 大连高新园区中融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国文琪

18642637376 

280 大连 大连西岗中合汇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81 大连 大连中山锦联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82 大连 大连高新园区装备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83 大连 贷微赢（大连）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84 大连 大连中山德云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85 宁波 宁波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应根菊

13306618660  286 宁波 宁波海曙永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87 厦门 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陈建龙

180301839722  
288 厦门 厦门集美路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89 厦门 厦门海沧恒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90 青岛 青岛市小额贷款企业发展促进会 普通会员 是 李真真

18905313959 291 青岛 青岛城乡建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292 深圳 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 普通会员 是 

姚伟容

15014118738 

293 深圳 深圳市中安信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会长 是 

294 深圳 深圳市财付通网络金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理事 是 

295 深圳 深圳市诚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96 深圳 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97 深圳 长安新生（深圳）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否 

298 深圳 深圳泛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是 

 

    【注：会员代表栏为“是”的，为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的

会员代表，均应参加会议；“否”为非会员代表，可列席会议。会员（会员代表）名

单截止 2017 年 12 月 19 日，会议召开前新入会的会员，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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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国优秀小贷人和全国小贷公司行业突出贡献者重点推荐人员名单 

全国优秀小贷人（高管） 
 

全国优秀小贷人（员工） 
 

全国小贷公司行业突出贡献者 

序号 姓名 省份 

 

序号 姓名 省份 

 

序号 姓名 省份 

1 保罗希尔 深圳 

 

1 张  艳 贵州 

 

1 陈大中 江苏 

2 何良刚 四川 

 

2 张  荣 山西 

 

2 徐孟立 上海 

3 汪传国 重庆 

 

3 韩天星 甘肃 

 

3 于维利 山东 

4 龙治普 宁夏 

 

4 徐艳辉 山东 

 

4 吉日格拉 内蒙古 

5 冷  洪 广西 

 

5 周惠贤 广东 

 

5 王  艳 宁厦 

6 陈文庆 山西 

 

6 车爱琴 湖北 

 

6 沈国甫 浙江 

7 邵建明 广东 

 

7 胡艳芳 广东 

 

7 张连宝 北京 

8 王洪海 山东 

 

8 陈云红 河南 

 

8 马  聪 广东 

9 谷昱奎 甘肃 

 

9 石  斌 湖南 

 

9 申林华 湖南 

10 吕向平 海南 

 

10 席满江 江苏 

 

10 王  勇 西藏 

11 潘晓晓 宁波 

 

11 郭  彬 四川 

 

11 刘印楼 河北 

12 房学臣 湖北 

 

12 雷丽芳 福建 

 

12 孙  炜 山西 

13 李岁湘 湖南 

 

13 胡守庆 山东 

 

13 唐金全 甘肃 

14 朱志钊 广东 

 

14 金伟杰 浙江 

 

17 齐姣姣 四川 

15 赵晓霞 陕西 

 

15 陈  林 广东 

 

18 宋建军 天津 

16 冷  波 云南 

 

16 肖  扬 广东 

 

14 杨  奇 辽宁 

17 卜廷川 安徽 

 

17 王志刚 内蒙古 

 

15 张华飞 云南 

18 弓  浩 河南 

 

18 张福军 宁夏 

 

16 张  恒 山东 

19 叶细毛 浙江 

 

19 沈劲松 江苏 

 

19 杨  光 辽宁 

20 范  勇 内蒙古 

 

20 徐艺萌 云南 

    21 邹德龙 吉林 

 

21 矫旭昌 山东 

    22 汤国林 江苏 

 

22 李  亮 安徽 

    23 韦永萍 青海 

 

23 连晓博 陕西 

    24 李云祥 福建 

 

24 孙建生 北京 

    25 柏  莉 江苏 

 

25 孙慧莹 黑龙江 

    26 卢建明 江西 

 

26 肖  何 山西 

    27 曹滨顺 黑龙江 

 

27 杨龙彬 河北 

    28 周国权 江苏 

 

28 闫  飞 河北 

    29 赵  俊 新疆 

        30 陈绮泳 广东 

        31 郭凤华 天津 

        32 庞茂河 山东 

        33 陈怀晟 重庆 

        34 赵敦文 新疆 

        35 周  江 辽宁 

        36 赵  越 河北 

        37 崔永胜 北京 

        38 黎  明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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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全国小贷公司风险防控经验典型案例选编 

“一、二、三等优秀征文”名单》 

序
号 

所属 
地区 

文稿提供单位 
文稿 
作者 

入围结果 

1 宁夏 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龙治普 一等优秀征文 

2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和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陈秀花 

曾志鹏  
一等优秀征文 

3 重庆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一等优秀征文 

4 海南 海南宜信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一等优秀征文 

5 黑龙江 黑龙江瀚华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朱晨君 一等优秀征文 

6 江西 赣州积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王旭 一等优秀征文 

7 内蒙古 喀喇沁旗中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哈日 一等优秀征文 

8 四川 南充美兴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黄武 

张瑾璨 
二等优秀征文 

9 黑龙江 黑龙江瀚华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郭鸣 二等优秀征文 

10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二等优秀征文 

11 山东 济南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吕超 

乔珊 

吴侃 

二等优秀征文 

12 江苏 吴江市苏南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苏山龙 二等优秀征文 

13 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东方中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 
龚雪 二等优秀征文 

14 云南 昆明市五华区和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王燕娥 二等优秀征文 

15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世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高帆 二等优秀征文 

16 上海 上海静安维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二等优秀征文 

17 山东 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孟翠 

常芬 
二等优秀征文 

18 江西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博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饶欢 二等优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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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山东 
聊城经济开发区昌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许振国 二等优秀征文 

20 山东 威海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林乐永 二等优秀征文 

21 厦门 厦门湖里诚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李溪洪 二等优秀征文 

22 宁夏 宁夏永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杨东兴 三等优秀征文 

23 江西 大余县润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王敏之 三等优秀征文 

24 宁夏 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 乔磊 三等优秀征文 

25 北京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殿左 三等优秀征文 

26 浙江 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邬利荣 三等优秀征文 

27 山东 济南市富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张志强 三等优秀征文 

28 山东 庆云县汇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刘阳 三等优秀征文 

29 云南 昆明高新区科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三等优秀征文 

30 黑龙江 哈尔滨市元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彭潜 三等优秀征文 

31 新疆 乌鲁木齐丰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三等优秀征文 

32 山东 济宁英特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白国强 三等优秀征文 

33 海南 海南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肖枚 三等优秀征文 

34 吉林 吉林省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杨翼鸣 三等优秀征文 

35 山东 博兴县汇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张明 三等优秀征文 

36 江苏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金钥匙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常瑛琇 三等优秀征文 

37 江苏 仪征市群成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赵海峰 三等优秀征文 

38 甘肃 兰州市公航旅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三等优秀征文 

39 甘肃 兰州市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 三等优秀征文 

40 新疆 克拉玛依市广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王新宇 三等优秀征文 

41 山东 济宁英特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赵海华 三等优秀征文 

42 江苏 
盐城市亭湖区顺泰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 三等优秀征文 

43 黑龙江 佳木斯市宏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王纪军 三等优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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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授权委托书》 

（格式及内容） 

 

兹授权      同志（身份证号：                ），为本

公司代理人，代表本公司参加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一届会员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

有关文件和所行使的表决权，本公司均予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

生的权利义务，均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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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参会报名回执》 

               

序

号 

单位

名称 

中贷协

会员职

务 

中贷协

会员代

表（是/

否） 

参会

人员

姓名 

职务 
身份证

号码 
手机 

会员

代表

大会 

行业

推进

会 

小贷公

司代表

座谈会 

联系人

姓名 

联系人

电话（手

机） 

邮箱 

  
  

 

   

  

   

 

 

说明:  1.请湖北、贵州、西藏地区参会人员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 15:00 前将《参会报名回执》（参会报名统

计表）反馈至中贷协邮箱： peixun @china-cmca.org；其他地区参会人员按报名联系人要求反馈；2.请在 “中

贷协会员职务”栏中填写“普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副监事长、副会长”或“非会员”；3.请在“中贷协会员

代表”栏中填“是或否”；请在 “会员代表大会、小贷公司行业可持续发展推进会、小贷公司代表座谈会”栏下

“√” 选参会人员拟参加的会议。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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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住宿行程统计表》 

 

姓名 
单位 

名称 
职务 性别 

联系电话 

（手机） 

报到 

日期 

到达

交通

工具 

到达是否 

需要接机

(车) 

到达航

班高铁

班次 

航班/高

铁到达时

间 

离开 

日期 

离开

交通

工具 

离开是否 

需要送机

(车) 

离开航

班高铁

班次 

航班/高

铁出发时

间 

酒店住宿统计 

（不填写默认不需要住宿） 

29

日 

30

日 

31

日 

住宿酒店名

称 

                                      

                   

请湖北、贵州、西藏地区参会人员于 2018 年 1月 25 日 15:00 时前将《住宿行程统计表》报送至会务保障组（海

宁宏达小贷）邮箱 415225129@qq.com；其他地区参会人员按报名联系人要求反馈。 

会务保障组联系人：严有翼 1886804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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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XXX 省参会报名统计表》 

               

序

号 

所属

地区 

单位名

称 

会员

职务 

会员代

表（是/

否） 

参会人

员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会员

代表

大会 

行业

推进

会 

小贷公

司代表

座谈会 

手机 邮箱 

1   
 

   
  

   
 

2   
 

   
  

   
 

3   
 

   
  

   
 

4   
 

   
  

   
 

5   
 

   
  

   
 

6   
 

   
  

   
 

7   
 

   
  

   
 

请各指定联系人及时收集汇总辖内参会人员的《参会报名回执》信息后，于 2018年 1月 12日 15:00前将《XXX

省参会报名统计表》的电子版和需上报的辖内的中贷协会员代表单位参会信息，一并报送至中贷协报名邮箱： 

peixun @china-cmca.org。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mailto:zhouzhiyong@china-c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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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钱江君廷酒店地址及位置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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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钱江君廷酒店地址及位置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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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会议期间车辆保障安排》 
日期 行程 发车时间 车辆 联系人 应急用车联系人 

2018

年 1

月 29

日 

杭州萧山机场—酒店 

10:00 10:40 

大巴、中巴 
严有翼 

18868046616 

11:20 12:00 

12:40 13:20 

14:00 14:40 

15:20 16:00 

16:40 17:20 

18:00 18:40 

19:20 20:00 

杭州高铁东站—酒店 

10:00 10:40 

大巴、中巴 
韩吉亚 

18857385231 

11:20 12:00 

12:40 13:20 

14:00 14:40 

15:20 16:00 

16:40 17:20 

18:00 18:40 

19:20 20:00 

会场—酒店（签到后入

住） 
不固定 

大巴、中巴 
严有翼 

18868046616 
酒店—会场（用餐） 17:00 

会场—酒店（餐后回酒

店） 
18:00 

2018

年 1

月 30

日 

杭州萧山机场—酒店 11:00 大巴、中巴 韩吉亚 

18857385231 

韩吉亚 

18857385231 

杭州高铁东站—酒店 11:00 大巴、中巴 

酒店—会场 
8:30 13:30 

大巴、中巴 
严有翼 

18868046616 

18:30 

会场—酒店 
12:00 17:30 

20:45 

2018

年 1

月 31

日 

酒店—会场 8:30 13:30 
大巴、中巴 

严有翼 

18868046616 韩吉亚 

18857385231 

会场—酒店 12:00 17:30 

酒店—杭州萧山机场 
18:00   18:30 大巴、中巴 

严有翼 

18868046616 酒店—杭州高铁东站 

1 日 
酒店—杭州萧山机场 

8:00/9:00/10:00 
大巴、中巴 严有翼 18868046616 

酒店—杭州高铁东站 大巴、中巴 韩吉亚 18857385231 

备注：会议期间，会务组准备了部分小型专车及景区内用电瓶车，如与会嘉宾有急需，请及时与

上述“应急用车”联系人严有翼、韩吉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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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杭州萧山机场接站示意图》 

 

 

附件11： 

《杭州东站接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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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周志勇                   联系电话：010-66418396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2017年 12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