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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对中小银行实施定
向降准，旨在通过降准，增加中小银
行中长期可用资金，提升银行信贷
服务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水平。事实
上，在提升中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中，
互联网平台也在不断运用科技力量
和数字化技术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据记者了解，近期，美团基于
自身场景和大数据打造的企业信
用评分体系，将从生态内的自应
用，逐步扩大面向金融机构提供服
务。依托平台大数据能力与丰富
场景，以“大数据+征信”模式，提
升小微企业增信融资能力，改善行
业融资环境，助力解决普惠金融

“最后一公里”。
在美团金服总裁穆荣均看来，

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首先有
赖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改
善，这是基础。他表示，“过去IT技
术、数字化技术服务的是大型企业，

现在逐步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渗
透，但是还远远不够。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有赖于数
字技术对小微企业服务的深入展
开，帮助其更好的生存，但现在才刚
刚开始。”

目前，美团平台年度活跃的商
户达到580多万家，美团企业评分
体系是基于庞大的平台商户数据，
涵盖餐饮、外卖、酒店旅游等类别，
运用AI、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新技
术，设计了“人、店、企业”三大维度
的评分框架，以此构建出企业信用
画像。

同时依托美团丰富的生活消
费场景，聚焦小微企业甚至个体商
户，通过日常为他们提供经营、物
流、IT、营销等服务，积累海量、真
实的企业动态数据，实时掌握这些
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场景大
数据为企业增信，从而服务更多小

微商户。
“两年前我们就把自主研发的

企业信用评分体系运用在‘美团生
意贷’产品中，大大提升了对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的风控效率，不良率也
控制在行业较低水平。”美团金服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信用评
分体系已经形成一整套数字化技术
服务的能力，化解金融市场中小微
企业的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让金
融服务机构更加地高效地深耕小微
市场。”

接下来，随着数据模型系统的
不断迭代，美团的企业信用评分体
系还将结合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模
型，形成数据可视化系统、数据采集
系统、数据分析与建模系统和数据
库系统，设计标准化的企业信用产
品，为不同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机
构提供更多元的定制化服务。

（文/杨艺）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美团打造企业信用评分体系

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深度贫困
村，青壮年流失、产业为零、村集体账
上负债，成了“空壳村”。

“要脱贫，就得想法子把这个‘空
壳村’给‘填满’！”武隆区后坪乡文凤
村第一书记邱靖杰面对这样的村情，
从劳动力、配套设施建设、产业等方
面，一步步将“空壳村”填满夯实。

“空壳村”
村里年轻人全部外出务工

“到村里第一天，我发现自己居然
是全村最年轻的那个人！”这是邱靖杰
上任第一天的感受。

5月7日，当邱靖杰回忆两年前的
那一天，依旧感慨万千。2017年9月6
日之前，他是市检察三分院的一名检
察官；那一天之后，他成了市检察院扶
贫集团选派的文凤村第一书记。

后坪乡是重庆18个市级深度贫
困乡镇之一，而文凤村又是人均收入
只有2593元的深度贫困村。

“因为文凤村是后坪乡政府所在
地，所以最初我以为不会太艰苦。”但
是第一天报到，还是让邱靖杰心头一
沉。“我从紧邻武隆的涪陵区坐车到村
里，花了6个小时。”崎岖山路给邱靖
杰的下马威还没散去，他又感受到了
一种别样的“冷”。

办完报到手续，邱靖杰和另外3
个村干部一道去街上买洗漱用品。看
着空无一人的街道，邱靖杰奇怪这大
白天怎么没人呢？

“穷，都出去了。”一个村干部说。
邱靖杰掏出手机，对着空无一人

的街道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中唯一的
活物，是一只黑背白腹的土狗。

“全村1328人，贫困人口289人，
贫困发生率为21.8%……”村干部为
他介绍情况时，邱靖杰问：“村里现在
有多少在家的年轻人？”

村干部指了指邱靖杰：“你就是我
们村最年轻的人。”

“那一天，我算是切身感受到了什
么叫做‘空壳村’。”邱靖杰随后了解
到，村集体账上不仅没有一分钱，还有
欠账；而村集体更是没有一个产业项
目；因为穷，村里的年轻人全部外出务
工。

“咱们村现在完全是一个‘空壳
子’，要脱贫，就得想法子把这个‘空
壳’给它‘填满’。”邱靖杰的话有些新
颖也有些突兀，让村干部们面面相觑
中又满怀希望。

返乡
青壮年创业填满“空壳村”

“先‘填人’！让一部分青壮年回
家！”邱靖杰知道，没有青壮年，村里仅
靠老弱病残很难真正脱贫致富。

道理人人都懂，但要青壮年回家，
就得解决工作和收入问题。而彼时的
文凤村是“零产业”，根本没法容纳任
何就业。

“文凤村难道找不到一点可发展
的产业？”邱靖杰带着疑问，开始围着
14.8平方公里的文凤村转起了圈圈。

随后发生的事，让邱靖杰大呼意
外。原来，看似偏远落后的文凤村，只
是一块尚未被人发掘的瑰宝。文凤村
最高海拔1400米，夏天极为凉爽，最
高温度也仅有28℃；历史上的文凤
村，还是原川东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
府所在地。

更重要的是，邱靖杰发现了文凤
村一处至今保存完好的苗族古村落天
池苗寨。这处苗寨建筑以井干式吊脚
楼为主，穿斗式实木结构，飞檐、斜面、
小青瓦，古色古香，工艺精湛，寨内还
有石林瑰景、古井瑶池，曾被列入第四
批“中国传统村落目录”。

后坪乡被定为全市18个深度贫
困乡镇后，武隆区政府一直在努力打
造天池苗寨，让其成为旅游景区。

“硬件打造好了，后期就需要有人
去经营、管理、维护。”邱靖杰敏锐地意
识到这一点后，就着手开始他的“填
人”计划。

“我接到邱书记电话时，第一反应
就是摇头，也不管他看不看得见。”潘

军说起当时的情景忍不住笑出声来。
潘军是文凤村天池坝组人，也是

村里公认的大能人。早年外出务工的
他，当时已是重庆主城一家消防公司
分公司经理。面对邱靖杰的邀约，潘
军坦承，有一句话他当年强忍住没说：

“我每月工资就1.2 万元，你要我回
来，凭啥子？”

“家门口创业，能照顾一家老小，
旅游产业前景不可限量……再说了，
这里毕竟是你的根啊！”邱靖杰笑言，
那是他人生第一次给人打电话，还需
要事先打草稿列提纲。

为了尽早挂掉这通让他头疼的电
话，潘军敷衍地答应“我先回来看看
嘛”。然而这一“看”，潘军的消防公司
分公司经理生涯就此告终。

2018年9月，经过选举，潘军正
式成为武隆区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
社理事长，月薪只有5000元。

此事在文凤村炸开了锅，潘军这
种当经理的“大能人”都返乡，带给了
村民巨大的心理冲击。邱靖杰则趁热
打铁，开始了他“填人”的第二步，即引
进与文凤村村民沾亲带故的青壮年。

“我终于不是文凤村最年轻的那
个了！”邱靖杰对甩掉这顶帽子颇为得
意。事实上，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文凤
村新增创业人数就达到20人，无一例
外都是青壮年。

“看到现在村里到处都是忙忙碌
碌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老人心里就特
别踏实。”留守老人们脸上的笑意格外
灿烂。

配套
填充旅游发展短板

文凤村是市检察院扶贫集团对口
扶贫的深度贫困村，因此扶贫项目和
扶贫资金并不缺。但邱靖杰却发现，
要维系一个深度贫困村脱贫后的持续
发展，当地似乎还缺少某些东西。

究竟缺什么，邱靖杰也是在一次
病后遭遇中悟出来的。当时，他因咽
喉炎去卫生院买药，发现很多药都
缺，再去街上找药店，居然全村没有一
家药店。

此事带给了他更深的思索，他统
计后发现，尽管文凤村是后坪乡政府

所在地，但街上总共只有5家村民开
的杂货店，基本只卖农用品，连服装、
鞋帽店面都没有一家。

“基本的配套都没有，游客来了怎
么办？”邱靖杰认为，填补文凤村的产
业“空壳化”后，还必须填补商业的“空
壳化”，而这些商业业态本身就能直接
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因为脱贫项目的不断推进，大量
的建设者涌入，客源不愁，而将来发展
旅游业，客流量还会更多。因此，相应
的配套建设就势在必行。

“我们来算个账，现在西山水库正
在修，每天有多少工人要吃饭？将来
修好了，我们村那么凉快，多少人上来
避暑、钓鱼？你和嫂子厨艺相当不错，
为啥不搞个餐饮店？”邱靖杰找到代万
碌，拿着纸笔一笔笔给他算经济账。

原本，邱靖杰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可令他和村民们都惊讶的是，代万
碌随后居然扒掉了自己的土房子，在
各项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建起3层楼
的农家乐。

2018年11月，文凤村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第一家鞋店诞生。店主陈云
夫妇是后坪乡白鹤村人，原本在云南
做生意。因回家照顾老人，被文凤村
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振奋，于是开了这
家鞋店。

此后，文凤村第一家药店、第一家
火锅店、第一家服装店等等如雨后春
笋般开业。并且，这些充满朝气的商
业门店，有不少还是外来投资者兴办
的，这对于曾经深度贫困的文凤村而
言，是绝难想象的。

“现在的文凤村才初步具备了游
客接待能力，没有衣食住行各方面配
套，旅游是发展不起来的。”望着现在
入夜后依旧灯火辉煌的街道，邱靖杰
说。

这个昔日的“空壳村”，如今仅注
册公司就有3个，还有一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去年营业额达53万元；水果、
蔬菜、烤烟3个特色产业总面积1800
亩；另外还出栏生猪近1000头。

截至目前，文凤村已脱贫64户
261人，贫困发生率从21.8%下降到
1.81%，脱贫户“两不愁三保障”全面
实现。

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第一书记邱靖杰

把“空壳村”变成旅游村
本报记者 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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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运动了吗？你
最喜欢哪些运动健身项
目？一张图片秀出你的风
采！

“明品福杯”2019重庆
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继续
征稿中，该活动将持续到9
月中旬，欢迎大家踊跃投
稿。

投稿邮箱：
ydcq2019@163.com

联系电话：
023-67527800

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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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福杯明品福杯””
2019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本报讯 （记者 吴刚）5月10
日是中国品牌日。重庆日报记者5
月9日从市发改委获悉，经过多年培
育，我市共有有效注册商标40.86万
件，每万户市场主体商标拥有量达到
1603件，拥有地理标志商标246件，
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市在培育产品品牌方
面狠下功夫，成功争取设立了重庆商
标审查协作中心，为重庆乃至周边企
业办理商标业务提供便利。同时，制
定出台《重庆市商标交易管理办法》，
建立了重庆商标交易中心，助推企业
盘活闲置商标资源。

农业品牌方面，目前全市拥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产品28个，
全国百家合作社百个农产品品牌12
个。其中，涪陵榨菜、荣昌猪、奉节脐
橙获评“2017年中国百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全市有效期内“三品一
标”共3866个。此外，我市还培育了
汇达柠檬、三峡生态鱼、丰都肉牛等
新兴农产品品牌，构建了绿色生态的

农产品品牌体系。
工业方面，我市升级汽车、电子、

装备等先进制造产业品牌，优化材
料、化工医药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品
牌，做强家电、服装、轻工等消费产业
品牌。其中，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荣获中国商标金奖“商标创新奖”，长
安、太极、宗申、隆鑫等商标成功入选
世界品牌实验室2018年《中国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单。西南铝业“全
方位精准控制及持续提升的管理模
式”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两江新区

“全国仪器仪表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
范区”通过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验
收。

服务业方面，我市培育发展了一
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品牌，累计培育

“中华老字号”“重庆老字号”品牌
170家。其中，武隆仙女山“全国森
林喀斯特旅游文化产业知名品牌创
建示范区”、南岸区“全国商旅服务产
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通过全国知
名品牌示范区验收。

重庆每万户市场主体拥有商标1603件

5月9日，万州
牌楼长江大桥，48
辆重载车往返于桥
面，进行为期两天
的荷载试验和数据
采集。据了解，每
辆车总重35吨，以
不同时速分组通过
大桥，测试桥梁结
构在振动中的动载
参数。

通讯员 冉孟
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白麟）在首届
西洽会上举办的“2018央企重庆行”
主题活动上，重庆集中签约项目42
个，签约总金额1792亿元。5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国资委获悉，截至
今年4月底，42个项目中的24个项
目已落地，涉及投资额近560亿元。

近日正式运营的航天信息西南
研发中心，就是落地项目中的一个。
5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该中心已拥有50人的研发团队，后
期将增加到100人左右。西南研发
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中心主研方面
包括税务、企业管理系统和金盾工程
社会信息采集平台等，将运用大数据
和智能技术，促进西南片区政务和企
业管理信息化。

据了解，在已落地的24个项目
中，像航天信息西南研发中心这样的
已投产或投入运行项目有8个，包括
重庆中化农业投资项目、海康威人工
智能实验室及运维中心等。此外，还
有中铁建重庆产业研发总部基地、中
电科重庆联合微电子中心等6个项

目已开工，中交集团STS电动车生
产基地等10个项目已签订正式合
同。

自项目集中签约以来，重庆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区县和市属国有企业
通过高水平服务、高质量把控，在推
进合作项目落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展。目前，一批未投产、未开工重点
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华能重庆
奉节金凤山风电场二期扩建项目正
在开展测风工作；中贸投公司豆制品
大规模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项目已通
过环评，正在做规划设计；中石油西
南油气田天然气地下储气设施项目
正在铜锣峡地下储气库开展先导性
试验，黄草峡储气库已完成可研……

市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2018
央企重庆行”项目合作涵盖现代农
业、城市建设、生态环境、文化旅游、
能源开发等各个方面，大多数项目都
着眼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
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
合。其中中船重工西南研究院、航天
智慧北碚研究院、中铁建重庆产业研
发总部集群等项目均聚焦创新研发，
将极大提升重庆科技创新实力。

据悉，第二届西洽会上将举行
“2019央企重庆行”活动。对此，市
国资委已于4月初赴北京与国务院
国资委进行了对接，并已向央企发送
了参加西洽会的邀请。

“2018央企重庆行”签约项目已落地24个

本报讯 （记者 黄乔）5月 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作为2019年“百万英才兴重庆引
才活动”首场活动——“博士渝行周”
引才活动，将于5月12-17日举行。

据介绍，该活动邀请了100名
博士和22所全国“双一流”高校就
业办主要负责人来渝参加实践体验
活动。

此次“博士渝行周”的考察内容
包括举办与参会单位面对面交流，组
织博士到意向单位开展岗位体验、参
观考察重庆经济发展平台和人文景
观等一系列实践体验活动，让博士们
实地感受重庆丰富的城市人文、良好
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发展平台以及贴

心的服务保障等，进一步坚定博士们
来渝创业的信心。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保障活动实效，主办方将为有
需求单位、未落地博士持续匹配岗
位至今年10月31日。在跟进周期
内，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
合的匹配方式，比如，针对未落地的
博士，邀约来渝实践体验或项目路
演，为其匹配用人单位；针对用人单
位和博士工作站的人才需求，将由重
庆人才工作网提出，并通过“百万英
才兴重庆引才活动”其他市内外引才
项目对接人才，然后进行精准匹配、
定向邀约意向人才来渝交流洽谈、实
践考察。

2019“博士渝行周”引才活动将于5月12-17日举行

百名博士来渝感受“引才力”

万州牌楼长江大桥万州牌楼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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