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 

中国·北京 

2018.10.16-2018.10.18 

普惠金融倡导金融服务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强调为“中小微弱 1”群体提供适

合的金融服务，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包容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普惠金融不仅在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及推动社会创新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推进金融体

制改革，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助力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乡村振兴

计划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亦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具

有挑战性的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通过普惠金融发展，

解决金融“最后一公里”，打通金融服务的“缺口”。 

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加强投入，建立完善的指

标与征信体系，倡导客户保护原则，积极引导和鼓励市场机构的参与。与此同时，

各类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创新制度和产品化服务，利用数字化手段提供全方位、多

样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最终通过社会协作，实现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

业可持续的、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实现动态融合的体系。 

一、 主题与内容 

2018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以“攻坚最后一公里”为主题，重点探讨解决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相关议题。论坛内容涵盖： “最后一公里”问题与金融

扶贫；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如何探索开展普惠金融；如何面向中

小微弱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及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后一公里”的生态体系建设、

1 中小微企业以及传统金融体系下，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地区或群体 
                                                             



 
 

创新与风险管理；客户教育与保护等。组织形式包括：论坛开幕式、主题研讨、

平行案例讨论、闭门会、参观考察以及“一带一路”与普惠金融专题活动等。 

具体内容包含： 

 “最后一公里”问题与金融扶贫 

 “最后一公里”模式探索及实践 

 “最后一公里”金融服务体系 

 “最后一公里”国际经验与借鉴 

 “一带一路”与普惠金融 

   客户教育与保护 

二、 演讲嘉宾 

本届论坛将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普惠金融领域的领导以及国内顶尖专家，同

时还将邀请国际重量级嘉宾，如来自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扶贫协商小组等

国际机构的重要代表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三、 参会人员 

普惠金融领域利益相关方，包括来自政府、智库和学术研究机构、公益组织、

商业机构、国际组织等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研究者与实践者。 

四、 语言 

论坛的工作语言为普通话和英语，会场将安排同声传译。 

五、 组织结构 

指导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协办单位：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仁达普惠（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特别合作机构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 

国际金融公司（IFC） 

 
 
 
 
 
 
 
 
 
 
 
 
 
 
 
 
 
 
 
 
 
 
 



 
 

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 

主题：攻坚最后一公里 

2018 年 10 月 16 日-10月 18 日 

10月 16日（星期二） 

14:00-16:00

地点：人民大

学逸夫会堂

第二会议室 

预热演讲：“攻坚最后一公里”的普惠金融国际经验 

演讲嘉宾： Jonathan Morduch / 纽约大学教授 

多年来，Jonathan Morduch教授一直从事题为“财务日记”的研究项目，通过

搜集美国两百多个中低收入家庭一年内的财务数据资料，观察美国普通家庭的

财务状况。项目研究发现打破以往人们对收入、消费、借贷及储蓄模式的传统

看法，并对造成美国工薪阶层压力与不公的更深层面的缘由进行深入分析。通

过此讲演，相信会对中国在开展普惠金融“攻坚最后一公里”和社会发展等方

面带来诸多启示和借鉴。 

 

18:00-21:00 

地点：万达文

华酒店 

闭门座谈会：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稳定 

嘉宾：省级、重点城市金融办主任 

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趋势成为推动金融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普惠金融

发展过程中推动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

技蓬勃发展的同时，行业也进入了监管收紧、大浪淘沙的阶段。近期，行业负

面消息频出，如何在发展的大势中维护金融稳定，增强行业信心，实现普惠金

融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成为监管者、行业实践者及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

焦点。 

201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地点：万达文华酒店 

10:00-12:00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第三届理事会扩大会议                                             



 
 

14:00-17:30 

专题讨论会一：  

数字微贷：创新与规范 

专题讨论会二： 

乡村金融与乡村振兴 

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数字微贷的迅

猛发展，我们对推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

展、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充满

期待。行业模式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

新的挑战和问题，并对金融监管提出了

新的要求。未来，数字微贷与传统金融

机构如何和谐发展，政府如何积极引

导，通过科学监管方式既鼓励创新发

展，又能做到风险可控等，这些都是亟

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与挑战。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以来国家的发展战

略，而普惠金融的发展关系到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现。普惠金融难在农村，

农村中最难的话题就是“最后一公里”

问题。如何实现理念上的突破，真正以

农村客户为中心，以农民的需求为出发

原点，把“最后一公里”当做“第一公

里”是攻克普惠金融发展难题，实现乡

村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 

18:30-20:30 晚宴 

201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地点：万达文华酒店 

9：00-12：00 

 开幕式 

 致  辞 

主旨演讲：“攻坚最后一公里” 

13:30-13:40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2018》发布仪式 

13:40-15:10 

主题论坛一：扶贫的金融方案 

扶贫不是简单的国家动员型的反贫困运动，而需要融入更多社会能动的新主体，

以商业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市场主体包括作为普惠金融的主力军的传统金

融机构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新技术，通过创新型金融服务和产品，推进扶贫

攻坚，抵达“最后一公里”。 

                                                                  



 
 

15:40-17:10 

主题论坛二：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与教育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核心是金融教育及能力建设。

作为一个生态体系，普惠金融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大众等。在

提高监管能力、推动市场机构创新发展的同时，亦需要加强普惠金融消费者教

育与保护。在借鉴国际经验与实践基础上，普惠金融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协同协

作，尤其是监管者如何倡导并建立消费者保护机制，市场机构如何参与制定国

际标准的消费者保护原则，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7:10-17:30 
闭幕式 

嘉宾致辞 

 

 

 

 

 

 

 

 

 

 

 

 

 

 

 

 

 

 

 



 
 

 

拟邀请嘉宾名单 

（排名中文在前英文在后；以姓氏字母为序） 

白雪梅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郭  鸿     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洪  崎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 

黄  浩   网商银行行长 

黄  震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纪  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姜芳芳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高级项目官员 

井贤栋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董事长兼 CEO/网商银行董事长 

孔祖根        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行长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李文红   中国银保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李  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一诺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刘冬文   中和农信总裁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龙  超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马蔚华        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原招商银行行长 

潘光伟        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 

孙  君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秘书长 

唐  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兼 CEO 

田国立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汪传国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王小龙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吴  忠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兼总干事 

向为国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党委书记兼会长 

肖远企   中国银保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 

谢  平   经济学家、原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徐  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余文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 

曾  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赵锡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CAFI联席院长 

郑文凯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庄毓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Greta Bull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 CEO 

Jonathan Morduch  纽约大学教授 

David Porteous    DFI主席 

Elisabeth Rhyne   安信永国际普惠金融中心董事总经理&CAFI学术顾问 

Amina Tirana      Visa全球普惠金融政府与合作伙伴关系高级总监 

世界银行 IFC代表 

花旗银行代表 

传统银行代表 

证券公司代表 

Fintech代表 

小贷行业代表 

其他金融机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