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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授课专家简介

陈祥锋：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

导，复旦大学国际供应链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供应链与运营

管理研究会秘书和轮值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

学者（首届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卓识杰出人才（2019），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杰出教授贡献奖获得者（2020），入选

“2010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划”。

研究领域为运营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交叉领域，供应链

金融的理论与实践，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教育

部项目 3 项。获得全国商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次，上

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 次。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简介

复旦大学始创于 1905 年原名复旦公学，校名取自《尚

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17 年定名为复旦大

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上海医科大学前

身为 1927 年创办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是中国人创

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2000 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

大学合并。目前，学校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是一所世界知名、国内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

学。

2021 年，全球 QS 排名稳步上升至 34 位，成为国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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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17 个学科入围“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建校 105

多年来，复旦大学以其“学术大成就、思想大集成、学者大

风范”教育和培育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

1917 年复旦大学就设立工商管理教育体系，并于 1929

年正式成立商学院。改革开放之后，复旦大学率先恢复管理

教育，1977 年开始招收管理学科专业学生，1979 年成立管

理科学系，1985 年，恢复组建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全院共有教师152人，

其中教授 56 人、副教授 64 人。96.71%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其中取得境外博士学位的有 67 人，占总人数的 44.08%。学

院各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培养

了一批卓越的学术带头人，形成了十几个高质量的学术研究

团队，积累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论文和专利。在 2021

年 UTD 发布的“全球商学院科研百强榜（2016-2020）”中，

学院位列中国大陆第 1，全球第 91，连续六年稳居全球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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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专家简介

汪传国：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先后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密歇根大学，拥有电机工程硕士、

统计学博士学位。汪传国博士有超过 25 年的国际国内金融

机构管理经验和 10 余年国内信贷市场实战经验，曾任美国

银行和淡马锡控股等一流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高管、海尔金

控董事与海尔云贷总经理。

汪传国博士还担任过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副会长、重

庆市小额贷款公司会长。作为信贷行业实战专家，汪博士精

通集团业务、中小微企业和个金业务的风险管理、产品研发

及业务开拓，在信用卡、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商业保

理、融资租赁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多次作为行业代表参

与政策研讨、闭门会议，为小贷行业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介

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小雨点）

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于 2016 年 6 月获批网络小额贷款合

法经营资质，注册实缴资本 3 亿美元。

重庆小雨点创立的初心是打造一家用科技推动普惠金

融的公司，以科技立本，以科技创新解决客户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难题。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公司已经探索出了

具有自己特色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方向，为上万家中小微

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成功打造了具有特色的供应链金融、

农业金融等面向小微企业的贷款产品，与国内近百个头部核

心企业达成战略合作，覆盖农村出行、塑化、医药、休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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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植、养殖等多个行业。截至 2021 年 6 月，重庆小雨

点累计放款 118.86 亿元，累计注册用户 455 万人。

重庆小雨点现有员工超 240 余名，其中技术研发人员近

50%，在 2019 年获批博士后建站资格。截至 2021 年 6 月，

重庆小雨点已提交 162 项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涉外 36 件，

国内申请 126 件，涉及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建模、风

控等多个领域。2020 年，公司上榜 2020 上半年全球企业区

块链发明专利排行榜（TOP100），位列榜单第 66 位，排在了

Ntt（日本最大电信服务提供商）、Paypal（美国领先国际贸

易支付服务商）、eBay（全球线上拍卖购物平台）等国际知

名企业，以及建设银行、中国电信等头部企业前面。在大力

发展科研技术的同时，重庆小雨点的整体实力也获得各界的

认可。重庆小雨点不仅是中贷协首届理事，也是 2016、2017

年连续两年经重庆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优惠的小额贷款公司。2018 年底，重庆小雨点的科

研实力再次获得官方认可，成为第一家被认定为科技型企业

的小额贷款公司。此外，也通过经信委审核，成功入列 2018

年度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目目录。2020 年，重庆小雨点

与世界银行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达成合作，IFC 将在三年内向重庆小雨

点提供 8000 万美元（约 5.6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用

以支持重庆小雨点扶持农业或农业相关的供应链上的小微

企业。凭借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贡

献，重庆小雨点在 2020 年 10 月荣获全球普惠金融领域最高

奖——全球小微企业金融奖“年度产品创新”铂金奖，此奖

项被誉为该领域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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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专家简介

何广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农村经济与金融发

展、普惠金融与小额信贷、合作金融、金融机构组织制度与

业务制度创新。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政府部委课题、国际

合作课题 40 多项，曾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重大项目。独立与合作出版专著、研究报告与教材 30 余种，

发表论文百余篇。

曾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经济系访问教授、日本农林中金

综合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兼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合作金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顾问、世界银行中

国微型金融培训师培训教师组组长（2008-2015）、联合国发

展计划署（UNDP）中国普惠金融项目顾问、安徽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兼职教授等。多次担任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国际机构中国发展项目金融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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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专家简介

丁锐：上海黄浦红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学硕

士，工商管理硕士，金融行业法律、合规、风控、运营、业

务拓展和管理工作经验。

上海黄浦红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介

上海黄浦红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小贷）

于 2016 年成立，经上海市金融办批准全国试点互联网小贷

业务，致力于为家居行业中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依

托红星美凯龙多年深耕家居行业的专业沉淀，红星小贷自主

开发线上借款“随借”APP 客户端，并研发训练大数据风控

模型、机器学习模型和贷后管理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技术开展风险管理，为家居行业中小微企业提供全线

上贷款服务。

公司成立 5 年以来，以科技为媒，从线上化、数字化到

智能化，持续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红星小贷“龙盾”

家居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风控模型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

“2018 年度上海金融创新成果奖提名奖”，2020 年，红星小

贷家居中小微企业“随借”信用贷款服务项目因在服务小微

企业上的优异表现获得上海市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2020 年

12 月，红星小贷普惠金融案例被人民日报收录其组织编写的

《数普惠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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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专家简介

龚山进：湖南步步高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1995 年

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从一名普

通的信贷员到支行行长，20 年的银行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金融

工作经验。2015 年组建步步高小贷公司，带领团队开拓创新，

规范经营，使公司规模和利润逐年增长，为领跑湖南小贷行

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湖南步步高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介

湖南步步高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小贷公

司）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经长沙市、高新区两级金融办审核，

并经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 3 亿元人

民币，2021 年 5 月 14 日注册资本增至 4.32 亿元人民币。公

司于 2017 年 11 月获批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推出“步步高

better 贷”，充分挖掘商超、物流等各业态上游供应商和下

游客户大数据，将金融业务与集团数字化转型有机结合、协

同发展。

步步高小贷公司以供应链金融为主打产品，在供应链金

融上深根细作，依托集团大数据开展营销、授信、结算、动

态监管，风险防控，通过与集团的 ERP 业务系统和 EBS 财务

系统数据共享，充分挖掘整理集团内超市、百货、电商、置

业、物流等各业态供应商在步步高集团的进、销、存数据和

资金往来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评估供应商的信用状况、

资金需求及额度和周期等，对供应商开展精准营销。针对不

同的客户，推出了百货联营商和超市供货商应收账款+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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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贷款、场地出租房租金质押贷款、战略供应商年度授信

贷款，步步高会员客户小额信贷等产品。

步步高小贷公司现任湖南省小贷协会会长单位，同时也

是湖南金融业联合会理事单位。历年来多次获得上级监管部

门和小贷协会表彰：2017 年被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评为

“2017 年湖南金融创新力量”，2018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小贷

公司以及“2018 年度产业链模式示范基地”。公司历年来均

获评省优秀小额贷款公司，在省小额贷款公司分类监管评级

中一直保持 A 级。2019 年湖南小贷行业十周年庆，公司被评

为湖南小贷行业“十强公司”。公司管理规范，坚持“小额、

分散”的原则发展业务，绝不踩“红线”，持续稳健经营。

为支持湖南中小微企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