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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版
“互联网金融产业促进方案”出台——
—

10亿“
红包”促互联网金融创新
可作保证金保障投资者利益

业内“大咖”落户最高奖4000万元

本报记者王丹妮 孙珺 通讯员朱素芳
设立10亿元的互联网金融引导基
金， 对落户企业最高4000万元奖励等
政策……在全国20多个地方政府出台
了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后，昨
天，在汉举行的“武汉市促进互联网金
融产业创新发展”金融论坛上，我市《关
于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正式出台。 武汉市力争3年内，
把武汉市建设成为以互联网金融为先
导的金融创新试验区和华中互联网金
融中心。

10亿可作风险保证金
保障投资者利益
《意见》透露，我市将设立规模不小
于10亿元的互联网金融引导基金，除
了孵化产业外，还为行业风险保证金增
信，保护投资者利益。
《实施意见》中规定，将 整 合 财 政
资 金 ， 在 全 市“互 联 网 +” 产 业 发 展
基 金 中 设 立 总 规 模 不 少 于 10 亿 元 的
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并
且 逐步建立包括种子基金、天使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在内的金融
服务体系。
这个基金可以使哪些企业受益呢？
武汉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方洁介绍，用途
是多样的。 除了可以作为孵化基金存
在，为优秀的互联网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外， 还可以为行业提供风险保证金，保
证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互联网金融
“
大咖”落户武汉
最高奖励4000万
《实施意见》中规定，武汉将设立财
政支持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项用于对国内外知名互联网金融企
业、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最高奖励额
度可达4000万元。
泰康人寿继众安互联网保险公司
之后成立全国第二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其全国性总部即将在武汉落户。
“我市还将重点引进蚂蚁金服、腾
讯、百度、京东金融、红岭创投等国内知
名互联网金融企业 在 汉设立区域 总
部。 ”武汉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梅林介
绍道。 除了对落户名企有重大奖励外，
对互联网金融高端人才和行业龙头企
业高管团队、互联网金融孵化器，对互
联网金融企业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
面的业务创新，均有一系列奖励。

买办公房补贴1000元/平方
开办费最高补贴300万
《实施意见》还将实行互联网金融
企业辖区落户激励措施。《实施意见》规
定，凡是互联网金融聚集区所在的区人
民政府都可以出台配套扶持政策。
如可依据自身定位，对在辖区落户
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根据其注册资本金
或营运资本的1%，给予最高可达300万

元的一次性开办补贴；各区还可以对其
中年税收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互联网
金融企业， 由区级财政给予最高可达
1000万元额度的奖励； 各区可对落户
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购买自用办公用房
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平
方米1000元， 最高补贴为500万元，未
满5年不得转让出售， 租赁自用办公用

每个企业出资200万 若有坏账联盟代偿

国内首个互联网金融“常青盟”成立
武汉将推出月度诚信红黑榜制度
本报讯（记者王丹妮 孙珺 通讯员
朱素芳）网贷平台跑路了，投资者的钱
怎么办？ 昨天，国内首个互联网金融联
盟——
—“常青盟”在汉成立。 该联盟的6
家企业，每家出资200万元，若平台出现
标的逾期不能还款， 联盟将先行代偿，
保障投资者利益不受侵害。
“常青盟”是由一起好金融、长投在
线、玖融网、易融恒信、小富金融、鑫华

士6家P2P网贷平台企业自发成立。 联
盟成员平台资金在第三方银行托管，在
律师事务所和投资人代表见证下签署
同业互助基金合作， 共同出资1200万
元，建立同业风险互助保障基金，以此
应对成员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最大
限度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截至6月底，武汉市P2P网贷平台已
超过70家， 注册资金超过20亿元，P2P

行业整体水平位列全国前十。 武汉市金
融工作局 副 局 长 梅 林 表 示 ， 为 引 导 互
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发展， 我市将建
立行业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 实行
P2P 网 贷 平 台 的 月 度 诚 信 红 黑榜制
度。 根据评级结果，对经营合规、诚实守
信的企业探索建立同业风险互助保障
基金，提升武汉区域互联网金融企业风
险化解能力。

分析车主常去的地方是否容易出事故

依据大数据为车险打折
本报讯 （记者孙珺 王丹妮 通讯
员朱素芳）
“互联网+金融，一个‘+’号，
横竖交叉，也是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
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昨天，在
汉举行的“武汉市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
创新发展”金融论坛上，阿里金融云总
经理徐敏为武汉的金融企业鼓劲。 他认
为，武汉是华中重镇，金融人才汇聚，未
来也是华中金融的“聚宝盆”。
国务院近日明确指出“探索互联网
企业构建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支

持银行、证券、保险企业稳妥实施系统
架构转型，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
展金融核心业务”。“这是首次在国务院
层面提出金融云的未来应用方向，显示
了国家对互联网企业云计算能力的认
可”，阿里金融云总经理徐敏表示，云计
算已经逐渐成为金融创新的基础。
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一些积极拥抱
创新的金融机构将核心系统部署在云
上。 而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从“云端”获
利。 比如，永安保险联合阿里金融云、支

付宝推出了互联网形态的车险。 借助阿
里云的大数据，永安保险对客户进行了
多维度分析。 分析显示，有孩子的客户赔
付比例更低。看来已为人父母的司机，更懂
得安全的重要性。 此外，如果客户使用支
付宝， 且长期绑定一个号码未变更，他
的赔付比例同样很低。 这说明，不换号
意味着一个人更靠谱、更有安全感。
未来， 大数据里可以摸索出车主经常
去的地方是否容易发生事故， 以此作为部
分依据来决定买车险可以打几折。

制图陶刚
房的， 连续3年按房租市场指导价格每
年给予30%的补贴。 对于业务规模较
小、 处于初创期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符
合我国现行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
业税收政策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 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享受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

城市信用体系
有望引入“
芝麻分”

租房租车
信用分高办得快
本报讯 （记者孙珺 王丹妮
通讯员朱素芳）未来，好信用的人
将畅行无阻。 今年初， 央行印发
《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
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腾讯
征信、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
信征信、中智诚征信、考拉征信、
华道征信这8家民营征信机构做
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
备时间为6个月。 如今6个月已到，
第一批民营征信机构牌照发放在
即。
芝麻信用就是蚂蚁金服旗下
的全资子公司。 在昨天的论坛上，
蚂蚁金服人士透露， 个人征信牌
照的开放， 意味着也许今后可以
在相亲网站上， 通过信用数据筛
选伴侣，防止骗婚；在租房时，可
以通过出具信用报告， 顺利通过
房东考察；在求职时，可以凭借信
用报告获得单位的认可。 在朋友
圈卖假货、使用打车软件爽约、网
购虚假交易都将损伤信用， 进而
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 随便注册
一个马甲账号在互联网虚假生活
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另外，苏州已和阿里携手，在
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未来，武汉也有望将“芝麻分”引
入城市的信用体系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