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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小 额 信 贷 协 会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关于印发 2020 年
工作情况及财务情况的通知

各会员：

按照《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章程》相关要求，为进一步

规范省协会工作程序，加强会员监督，经三届八次理事会暨

二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现将省协会 2019 年工作情况及

财务情况向广大会员公布。

附件：1.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及 2021

年工作计划

2.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0 年度财务情况报告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1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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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0年工作总结
及 2021年工作计划

第一部分 2020年工作总结

2020 年，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以下简称省协会）在云

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指导及广大会员的支持下，根据

理事会会议精神，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组织行业共同参与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引导行业寻求转型发展之路。

一、发挥党的堡垒作用，积极组织行业抗击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省协会党支部发

挥党的先进模范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省委、

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向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出《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倡议书》、《关于紧急驰援抵抗

疫情的倡议书》，引导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提高疫情期间

服务“三农”“小微”的效率，对因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客

户，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全省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单位及法人代

表、股东踊跃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 65 家小

额贷款公司及相关人士捐资捐物共计 959.86 万余元，其中捐

资 535.69 万元（包括定向捐赠云南对口支援的湖北省咸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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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6.68 万元），捐赠防疫抗疫物资价值 424.17 万元；从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截至 12月 31 日，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累

计为 1746 户受困客户提供展期、延期、免违约金、免罚息

等支持，涉及本金 49417.46 万元。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数字金融”发展

自“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预警平台”在“数字云南”

展厅上线以来，省协会协助有关部门完成平台建设对接、日

常数据校准、差异反馈等工作，保障展厅系统平稳运行；依

据展厅预警系统，协助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发出监管提示

函 294 份，完成整改统计 257份。此外，省协会还配合小额

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承担“数字云南”展厅解说工作，自展示

系统上线以来，共有 261 家单位赴“数字云南”视查参观，省

协会顺利完成了 387 场，约 1.37 万人次的解说任务。

三、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健全培训管理体系

按照云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监管重点，省协会完

善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培训体系建设，起草了《云南省

小额信贷公司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办法（草稿）》，对小额

贷款公司从业股东高管、财务人员、风控人员、从业人员

职业素质提升作出明确要求，并建立从业人员培训档案，

规范行业人员管理。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利用互联网手段首次启动了

“云课堂”线上培训，一方面不放松疫情期间对从业人员的

自律管理，加强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另一方面降低小额贷

款公司培训成本，帮助其在疫情中寻找转型之路。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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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 7 期线上培训，1 期线下培训，同时承办监管人员

培训 2 期，组织参加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培训 2 期。内

容涵盖政策解读、转型模式创新、法律风险分析、账务处

理实操等方面，共有 592 家小额贷款公司近 1357 人参加

了培训，其中免费培训 4 期。

四、以抗击疫情为重点，发挥行业协会职能

（一）主动减轻会员单位负担。疫情发生后，省协会

紧急召开线上理事会研究组织行业抗击疫情，并经 11 月

会员代表大会后表决通过后，对响应省协会号召为疫情捐

赠的会员单位实行 2020 年度会费减免，减免会费共计

27.18 万元。此外，省协会大大降低培训收费，为会员单

位减轻培训负担。

（二）提升行业宣传质量和效果。省协会通过分析，

在宣传稿件排版方式、推送数量、推送频率等方面进行了改

进，大大提升了宣传效果。全年共刊印《云南小额信贷通讯》

2 期 ，《云南小贷行业动态》6 期，其中 1 期为省协会成立

十周年专刊，展现省协会十年发展历程。省协会微信公众号

关注人数从去年的 1129 增加到 1407 人，全年共发布信息

430 条，原创文章 81 篇，原创文章平均点击量为 180，其

中：对疫情中捐赠的小额贷款公司专题宣传 12 篇，最高

点击率达 612 次。此外，针对“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民

法典》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

定》等与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指导性文件，进行专项宣传

及解读，在行业及社会公众中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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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护行业权益。省协会及时发布了《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风险提示》，提示小

额贷款公司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逾期风险，同时，向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等部门

提交我省小额贷款公司受疫情影响，及减税降费、税收政

策享受等调研报告，反映行业诉求，提出促进行业可持续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四）适时开展行业自律。一是在云南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的指导下，配合云南大雍信用评估公司完成全省

21 家转型小额贷款公司的现场检查，并动员其加入省级

行业自律组织，目前已有 15 家转型小额贷款公司加入行

业自律组织；二是配合云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起草了

2019 年度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分类评级方案，组织专家对

评级指标进行修改，并将 2019 年度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行

业自律情况提供行业监管部门参考；三是为防止小额贷款

公司与 P2P 网贷（平台）开展业务合作带来不必要的政策风

险，按照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相关文件精神，省协会发出

风险提示，督促小额贷款公司务必遵守监管规定，依法合规

开展业务合作；四是按照监管要求完成全省小额贷款公司数

据统计、分析、监测工作。

（五）搭建合作平台。一是经多次磋商交，与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

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产品与保险产品结合，降低经营风险；二

是初步尝试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盘活地方企业的资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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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地方企业的债务，利用省协会会员优势，为地方政府进行

招商引资，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帮助小贷公司化解债务风险。

三是以党建为抓手，加强与其他行业协会的沟通交流，为会

员搭建多渠道的合作平台。

（六）规范内部管理。一是为保证省协会正常运转，

按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省协会近 2 年工作成

效，完善了《会员代表产生办法》、《通讯员管理办法》

等内部制度，招聘常务副秘书长 1 名；二是规范财务管理，

全年收取会费 107.02 万元，收取率 77.88%，尤其玉溪、

丽江、保山、昭通等 6 个州（市），会费收取率已达到

90%以上；三是规范会员管理，理顺州市协会关系，截止

2020 年 12 月末，省协会共有会员 194 家（其中小额贷款公

司会员 184 家，其他机构 10 家），小额贷款公司会员占全

省开业小额贷款公司数的 72.73%；四是注重员工培训实效，

将员工培训和党建学习结合起来，除常规的理论学习外，增

加工作难题研讨、优秀工作经验分享、业务实际操作等类型

的交流活动，带动员工创新思考，建立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全年共开展员工交流培训活动 14期。

第二部分 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

新的一年，省协会将以党建为抓手，以党建引领协会工

作，围绕疫情后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发展，以“服务行业、服

务政府、服务会员”为重点开展各项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及内部管理。一是争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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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省民政厅社会组织党委的党建示范基地；二是按上级党组

织要求完成党支部达标建设工作；三是将党建活动与团建活

动紧密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将“三会一课”、“支部主

题党日”等活动落实到位，与其他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党支

部联合开展支部共建活动，建立积极向上的行业文化；四是

壮大党员队伍，动员优秀同志加入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五是积极申报中国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争

取达到 5A 级别。

（二）加强与银行、保险、AMC 等正规机构的联系和

合作合作。积极探索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和新业务创新模

式，引导、助力小贷公司转型升级。重复利用协会的平台，

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协助小贷公司解决“收款

难”和“放款难”的问题。在前期建立的保险、不良资产处置、

政企合作等平台基础上，以点带面对合作模式、产品操作模

式等细节进行试点，在可行的基础上进行推广。

（三）结合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率。结合行业监管要

求，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人员培训。利用互联网手段，结

合线上+线下的培训模式，运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

方式，分专业、分层次的开展小贷公司从业人员、高管、股

东等不同人员培训。年内计划培训 1000 人次。同时，积极

组织会员参加中贷协及其它省（市）的各类培训交流会，以

借鉴国内优秀小贷公司的经验和做法。

（四）稳步推进行业自律。一是针对《民法典》等最新

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复发挥法律顾问单位的作用，组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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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格式合同》模板，规范合同文本，防范业务

风险；二是配合监管部门开展监管分类评级及指标修改工

作。

（五）为行业争取政策扶持。一是加大行业调研研究力

度。针对行业焦点、存在困难、需求等问题加大调研力度，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详细掌握行业情况，进行有理有

据分析，提升调研报告质量，为行业争取扶持政策，为监管

部门规范行业发展提供依据；二是加强与税局、财政、农业、

扶贫等部门沟通交流，多方了解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有关的

扶持政策，为行业争取扶持政策。

（六）维护行业正面形象，激发行业活力。一是提升宣

传稿件质量及效果，在行业内培养一批专业通讯员，充分调

动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拓宽原创稿件来源，增加原创稿

件发表数量，提升文章点击量，树立小贷行业正面形象；二

是积极开展交流活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与政府招商引资

相关部门、实体产业协会、中介机构等探索建立合作机制，

为支持政府重点扶持项目落地及行业间合作新模式展开探

索；三是组织第五届行业运动会，展示行业风采，增进行业

交流，建立健康向上的行业文化。

附：1.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1 年培训计划

2.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1 年考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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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1 年培训计划
培训

类型
培 训 内 容

培训

时间

培训

人数
培训对象

培训

地点

基 础

培 训

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培训

入职培训·行业动态·政策解析·

法律法规·信贷实务·继续教育

2.24-2.25
11.18-11.19

300
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人

员
网络

专 项

培 训

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业务培训

信贷业务·产品设计·市场营销
3.25-3.26 100

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人

员
网络

小额贷款公司信贷法律风险管理

合同与法律风险控制·贷款展期的

法律风险控制·贷款展期的法律风

险控制

6.24-6.265 100
小额贷款公司风控人

员及信贷人员
网络

小额贷款公司逾期贷款清收

逾期贷款处理·不良资产清收
7.15-7.16 100

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

员、法务、风控人员
网络

民法典司法解释相关课程 8.19-8.20 100
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

员、法务、风控人员
昆明

提 升

培 训

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员培训

最新政策解析·行业发展动态·

业务模式交流·法律法规

5.20-5.21

10.27-10.28
200

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

员（高管人员包括股

东、董事、监事、总

经理）

昆明

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员职业能力

培训

宏观经济·职业技能·行业发展

4.19-4.22

9.13-9.16
50

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人

员及高管人员（高管

人员包括股东、董事、

监事、总经理）

成都/

厦门

（注：培训内容、地点等如有变动，省协会秘书处保留调整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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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21 年考察计划

（注：出行路线、人数等如有变动，省协会秘书处保留调整权利）

时 间 访问地点 拟招人数

4 月 广州、深圳 20

9 月 上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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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 2019年度
财务情况报告

2020年，云南省小额信贷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的关心及全体会员的支持下，全年收入

146.10万元，支出140.44万元，收支结余5.67万元。现将协

会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如下：

一、财务情况

2020年协会全年收支均较去年减少。收入较去年减少

36.43万元，降幅19.96%，支出较去年减少77.15万元、降

幅35.46%。支出降幅大于收入降幅，全年收支结余5.67万

元。
2020年度收支总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情况

较上年增减 增减幅度

收入总额 1,461,046.16 1,825,296.57 -364,250.41 -19.96%

其中：会费收入 1,140,200.00 1,415,000.00 -274,800.00 -19.42%

提供服务收入 194,339.53 278,031.20 -83,691.67 -30.10%

理财及利息收入 126,506.63 132,265.37 -5,758.74 -4.35%

支出总额 1,404,356.49 2,175,841.24 -771,484.75 -35.46%

其中：管理费用 1,318,169.10 1,926,738.92 -608,569.82 -31.59%

业务活动成本 86,187.39 249,102.32 -162,914.93 -65.40%

收支结余 56,689.67 -350,544.67 407,234.34 ——

全年收支均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协会对响应号召为

疫情捐款的会员进行会费减免；二是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协会首次使用了线上培训，降低培训收费的同时，节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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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成本；三是受疫情影响，协会精简会议、大量减少了

行业交流活动。

（一）会费收支情况

2020年，协会会费收入114.02万元，支出131.82万元，

会费收支结余-17.80万元。
最近三年会费收支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会费收入 1,140,200.00 1,415,000.00 1,565,000.00

会费支出 1,318,169.10 1,926,738.92 1,685,921.10

收支结余 -177,969.10 -511,738.92 -120,921.10

会费支出主要为管理费用，其中：变动费用27.11万元、

人力费用80.67万元、固定费用24.04万元，分别较上年降幅

为62.83%、9.66%、21.05%。
2020年度管理费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实际 上年同期
变动情况

较上年增减 增减幅度

变动费用 271,087.44 729,273.57 -458,186.13 -62.83%

人力费用 806,685.99 892,964.02 -86,278.03 -9.66%

固定费用 240,395.67 304,501.33 -64,105.66 -21.05%

合计 1,318,169.10 1,926,738.92 -608,569.82 -31.59%

变动费用中降幅最大的为会议费、差旅费、折旧费。

2020年，协会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建设已见成效，网络宣传

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让协会印刷费和邮寄费均较上年大幅降

低。

近两年会议费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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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会议费开支情况

金额单位：元

年度 次数（次） 金额（元）

2019年度 10 389,753.97

2020年度 3 20,983.50

除变动费用外，协会人力费用、固定费用支出项基本

稳定，人力费用支出为员工薪酬、社保，固定费用支出为

房租、折旧。2020年协会员工平均人数为9人，较上年减少

1人，人力费用较上年减少8.63万元；受折旧费用降低影响，

固定费用较上年减少6.41万元。

（二）提供服务收支情况

2020 年协会提供服务收入 19.43 万元，提供服务支出

8.54 万元，收支结余（不含税）10.90 万元，提供服务的项

目主要为开展行业培训。

最近三年服务收支（不含税）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提供服务收入 194,339.53 278,031.20 298,274.13

提供服务支出 85,353.38 259,663.37 280,504.07

收支结余（不含税） 108,986.15 18,367.83 17,770.06

业务活动税金及附加 0.00 1,417.01 1,612.02

所得税 834.01 -11,978.06 42,995.35

收支结余（含税） 108,152.14 28,928.88 -26,837.31

2020 年，协会行业性培训大多采取网络培训方式，1~4

月受疫情影响未开展活动，5~12 月配合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组

织了 5 次行业性培训，并对会员单位给予了减免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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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收支情况

主要为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12.65 万元，其中：理财收

益 11.81万元，利息收入 0.84万元。

二、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情况

（一）资产及负债

1.资产总额477.18万元，较上年增加5.22万元，增幅

1.11%。

主要的资产构成：
货币资金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金额 年末金额

库存现金 328.80 328.80

银行存款 553,847.43 638,867.66

合计 554,176.23 639,196.46

短期投资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金额 年末金额

短期投资（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4,000,000.00 4,000,000.00

合计 4,000,000.00 4,000,000.00

应收账款

金额单位：元

客户名称
期末数

欠款时间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比例%

1 云信物业公司 17,000.00 50.57% 2010年 5月 租房押金

2 中国电信云南分公司 1,000.00 2.97% 2014年 3月 固定电话长话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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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员工借款 9,086.87 27.03% 2020年 2020年公务借款

4 个人往来 6,531.04 19.43% 2020年
与员工待结算的社保

（2021年 1月结清）

合计 33,617.91 100.00%

固定资产

金额单位：元

用途
年初金额 期末金额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用 991,321.00 854,076.23 137,244.77 964,051.00 865,111.15 98,939.85

合计 991,321.00 854,076.23 137,244.77 964,051.00 865,111.15 98,939.85

2020年协会新购置一台电脑，因大部分办公设备已超

期使用，今年5月对部分老旧办公设备进行了处置。截至12

月31日，协会在册固定资产91件，账实相符。

2.负债总额11.81万元，主要是待上缴的应付工会经费

及应交税金，负债较上年减少0.45万元，降幅3.70%。

主要的负债构成：

应交税金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金额 年末金额 适用税率

应交企业所得税 31,816.40 29,602.23 35%

应交增值税 876.91 0.00 3%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61.38 0.00 7%

应交教育费附加 26.31 0.00 2%

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17.54 0.00 1%

应交个人所得税 13,679.76 1,026.78 —

合计 46,478.30 30,62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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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限定性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596,923.63 1,461,046.16 1,404,356.49 4,653,613.30

合计 4,596,923.63 1,461,046.16 1,404,356.49 4,653,613.30

2020年，在突发疫情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的双重影响下，作为

民间金融主力军的小额贷款公司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更

面临着客户质量下降所带来的巨大的市场风险，为帮助小

额贷款公司共渡难关，协会围绕职能发挥作用的同时，严

控支出，向管理要效益，全年支出较上年大幅减少77.15万

元，最终收支结余5.67万元，工作成效来之不易。

随着市场空间的进一步压缩，小额贷款公司对外面临

银行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对内面临业务风险管理难度不

断加大，截至2020年末，全省开业小额贷款公司266家，较

小贷公司高峰期数量已经减半，协会收入特别是占收入比

重较大的会费收入及培训费收入自2015年以来便呈下降趋

势，虽然协会挖掘服务潜力新增了服务收入、利用闲置资

金得到了理财收益，严格控制成本，以最低的运营成本保

障了全年工作正常运转。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小额贷款公

司整体效益持续下滑，协会如何减轻会员会费负担及拓宽

收入来源将对协会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