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春节， 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围绕岁末年初生肖
贺岁主题，推出金钞、金币、
节日红包和喜庆福字四大类
重点产品，让您送礼、收藏、
升值三不误。

亮点一 腾讯QQfamily
形象独家授权， 首次互联网
跨界创意登陆中行。 腾讯是
一家拥有超过5亿庞大客户
群体的互联网公司，从QQ到
微信等无不影响着我们的生
活。2016年正值腾讯成立18
周年，《QQ红包贺岁金》的推
出，是腾讯QQfamily形象首
次联合贵金属企业的衍生品
开发， 是贵金属和互联网的
一次跨界创意。

亮点二 鸡年趣萌企鹅
经典来袭， 可爱萌态结合微
信表情爱不释手。腾讯QQ凭
其Q萌形象深入人心， 深受
欢迎。此次《QQ红包》，采用
腾讯企鹅形象， 赋予鸡年生
肖的特性， 给可爱呆萌的小
企鹅戴上卡通鸡的帽子，2个
不同的祝福形象生动可爱，
同时， 融合最常用的表达心
意的QQ表情，Q萌来袭！

亮点三 首次黄金Q币
的现实化。Q币为QQ用户们

所熟知， 此次将虚拟Q币变
为现实，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黄金Q币。 单枚金币仅0.1g，
正面企鹅卡通形象，带来“吉
祥如意” 的祝福， 金币如同
30g大小， 而且还是双面图
案，完美发挥纯金延展性！

亮点四 经典微信红包
包装，开启新年新的QQ红包
金。2016年春节，微信红包的
参与人数达到4.2亿人，收发
总量达80.8亿个。 腾讯推出
微信红包、QQ红包以来，深
入人心， 此款红包将虚拟转
化为现实，让您收到实实在在
的金红包。此次产品包装以红
包形式， 结合春节压岁钱、封
红包、派利是、春节随手礼等
需求打造，创意红包包装让您
眼前一亮。

亮点五 跨界创意，互动
游戏。创意跨界，开发“闹新
年，抢金币”互动游戏，产品
包装带有游戏二维码， 客户
通过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入

游戏，通过企鹅形象，抢金币，
抢元宝获取分值， 朋友之间可
互相比拼，分享朋友圈，实现完
全的互动， 同时呈现新年美好
祝福！

产品名称：QQ红包贺岁金
-棒棒哒（0.5克-金）

规格：0.1gx5个
零售价：598元/套
产品名称：QQ红包贺岁金

-恭喜发财（0.5克-金）
规格：0.1gx5个
零售价：598元/套
详询中国银行全省各网

点。

中国银行QQ红包，今年是“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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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创新，信用创造财富
蜂投网产品总监曹滔详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

蜂投网作为互联网金融行
业的后起之秀， 您对公司产品
有何规划？

蜂投网作为一家互联网金
融综合服务平台，始终坚持“小
额、分散”的风控原则和“合规、
稳健”的发展策略，以场景化消
费金融为基础，秉持“信用创造
财富，科技引领创新”理念，聚力
科技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等互联网前沿科技，持续
革新金融产品和风控体系。 以大
数据智能风控为核心，为个人提
供线上贷款服务，解决个人授信
难题，满足客户个性化、全方位
的金融需求，形成互联网金融产
业生态闭环。

同时，蜂投网热心公益活动，
秉持“多方共赢”理念，践行“实现
金融自由、共享财富价值”的企业
使命，2017 年 3 月份将启动“蜂
公益计划”， 打造蜂公益平台，为
普惠金融服务贡献微薄之力。

蜂投网致力于打造互联网
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产品布局方
面，从哪些维度实现这一目标？

转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综合
服务模式， 是网贷行业进阶升级
的必然要求， 也是蜂投网与时俱

进的精神和综合实力的集中展
现。 蜂投网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
引导相结合、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结合、 统筹规划与突出重点
相结合、 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相
结合，在金融产品、平台产品和大
数据产品等诸多维度进行了多元
探索和深入挖掘。

蜂投网在借款端着重打造消
费金融和纯线上现金借款。 理财
端则引入智能投顾， 实现分散投
资、智能推荐、个性化理财。 平台
产品丰富，多种期限，灵活自由，
预期收益可观。

2016 年是蜂投网大数据发
展元年。蜂投网依托大数据技术，
根植扎实的数据积淀， 完善大数
据风控体系，实现信贷标准化、科
学化、现代化的“信贷工厂”。

另外，蜂投网创建“蜂公益”
平台， 寻求金融与公益的最佳
结合点， 展现了蜂投网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创新性。 未
来， 蜂投网将牵手更多爱心人
士与社会公益组织， 努力用心
回报社会。

未来， 公司将继续大力投入
对区块链、 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
域的钻研， 不断推出以科技金融
为基础的， 以创新思维为核心竞

争力的高度普惠化的综合化金融
产品，打造多角度、多层次的资产
交易、 财富管理等为一体的互联
网金融服务平台。

在刚刚结束的蜂投网新品
共享会上，“蜂易贷” 借贷 APP
和“蜂眸”大数据风控系统备受
瞩目，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

蜂易贷是一款纯线上信用
借贷 APP，打破了传统的借款流
程及手续。 蜂易贷采用了目前比
较先进的活体检测和自动识别
功能，有效防止借款用户的欺诈
行为。 蜂易贷依托“蜂眸”大数据
风控系统，完成大数据驱动的自
动化智能审批的“信贷工厂”模
式，通过多维度评分，智能化决
策对借款项目进行风险把控，让
个人的信用价值清晰可见。 目
前，蜂易贷包括 3 类模式：工薪
贷、信用卡贷和公积金贷。 门槛
低、额度高、方便快捷、期限灵
活、允许提前还款。

蜂易贷的推出满足了不同
用户的小额资金周转需求，解决
了他们的授信难题。 推动普惠金
融的发展，真正践行蜂投网“实
现金融自由， 共享财富价值”的
企业使命。

“蜂眸”是为整合征信大数据
而开发的一套灵活控制风险的大
数据风控系统， 基于信贷自动决
策系统的审批系统、征信系统、账
务系统和催收系统， 支持各场景
对接、风控服务和资产交易等，适
用于小额信贷产品设计、开发、测
试、运营和风控。

“蜂眸”系统能实现用户借款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有效保障投
资者的利益。使用户借款自由化，
进件审批决策自动化， 账务管理
精细化、催收管理有效化。为更多
人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助力
惠普金融。

资金安全和风险控制是网
贷平台得以长存发展的命脉，
蜂投网如何控制风险， 保障用
户资金安全？

为了保障用户资金安全，蜂
投网从技术、项目审核、资金存管
等多方面进行完善， 力争为用户
创造一个安全投资环境， 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采用国际标
准的加密技术保障数据信息安
全， 并对所有的隐私信息进行
MD5 加密处理， 防止任何人包
括公司员工非法获取用户信息。

蜂投网高门槛、
高标准筛选合作的类金融机构，从
业务收入、现金流等多个方面考察
合作类金融机构，同时，类金融机
构推荐到蜂投网的借款项目，蜂投
网同样会进行全方位的审核，只有
通过层层严格审核的项目才会最
终被推荐到蜂投网上。

除了严格的审
核之外， 蜂投网还制定了多重安
全保障机制，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蜂投网与国
内知名的大数据公司合作， 共享
数据信息， 对于每一个借款人的
信用记录进行监控查询， 凡是有
不良信用记录的借款人， 蜂投网
一律不予通过审核其项目。 与此
同时，蜂投网还组建技术团队，开
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数据
风控系统———“蜂眸”大数据风控
系统，通过智能计算、多维度评分
的方式，对借款项目进行风控。

蜂投网始
终坚守行业监管政策， 与广东华
兴银行达成资金存管合作协议，
实现了银行资金存管， 同时，与
“法大大”平台签订了电子签章协
议， 让蜂投网和用户能够在达成
投资交易行为时签订具有与书面
合同同等法律效力的电子合同。

1

2

3

4

春节越来越近，“年味” 也越来
越浓。2017年1月10日-11日， 万家
丽集团新春团拜会在万家丽国际
MALL九楼温馨上演， 万家丽各大
商户代表云集，共叙未来。

台上巨大的LED屏上轮播着精
彩的主题画面，气派非凡；台下熙熙
攘攘的人群彼此交谈，喜气洋洋。
1月10日，以“同心共赢·领航2017”
为主题的万家丽集团新春团拜会举
行，1月11日晚上团拜会酒店专场
也如期上演。

团拜会现场， 与会者们既回顾
了过去一年的付出和收获， 也展望
了2017年崭新形势之下的美好前
景；周大福珠宝、百丽、ONLY等十
大优秀品牌以及欧珀莱、秦妈火锅、
马威等十大服务品牌受到表彰。万
家丽集团家居建材广场还评选出十
大诚信品牌等， 并鼓励商户再接再
厉，新年更上一层楼。

作为一个标准的地铁物业，万

家丽与长沙城市的快速发展接轨。
巨大的停车场、 空中停机坪以及强
大的旅游景点优势， 再加上融吃喝
玩乐购住行等于一体的模式必将持
续震撼世界。

据了解， 万家丽国际大酒店分
为万家丽世贸和万家丽文化两大酒
店，现共拥有客房近千间，共1400
多个豪华床位，30个中餐区、28000
平方米可容纳1400桌同时开餐。国
庆期间酒店西餐厅日均接待用餐人
数 2000人， 客房开房率达到了
99.7%，创下酒店业销售传奇。

“刚刚过去的2016年， 是万家
丽集团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年。”万
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先生在致
辞时表示，“我们以万家丽国际时
尚生活购物广场为龙头，以万家丽
家居建材广场为主体，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深化管理，获得了万众
瞩目的成就。”

■记者 和婷婷

生活需求全覆盖，万家丽商圈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