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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理财

… 理财资讯

沃富良田进军湖南理财市场
打造国际专业金融管家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
2012年底，我国可投资资产超过
1000万元的“千万富豪”逾70万
人。其中，湖南高净值人群规模增
速超过20%，领跑全国。由此，湖
南成为各大类金融机构竞相拓展
的市场。日前，集团总部位于香港
的沃富良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正式入驻长沙， 长沙第三方理
财市场的争夺将更为激烈。

据悉， 沃富良田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是香港沃富良田控股
集团旗下的两大财富管理平台之
一， 专注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优
质的财富管理服务。 凭借优秀金
融团队多年的海外服务经验，以
及对国内理财服务市场的独特见
解，针对客户家庭财富现状，打造
一个融入欧美金融管家理念的家
族财富管理平台， 致力于成为高
净值客户的金融管家。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邓力

5月11日，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与新华联集团在长沙举行了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 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行长陆金根及新华联集团总裁
傅军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协议。

新华联集团创建于1990年
10月， 已连续八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100强的
行列。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成立于
2000年，是中信银行在湖南设立
的省级分行。 作为中信集团在湘
企业的牵头人， 该行依托中信集
团综合金融平台，在资源、信息、
产品、创新等方面全方位、多渠道
满足客户的需要。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将进入新阶
段。根据协议约定，未来三年内，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将向新华联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不超过60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双方在账
户结算、投资银行、资金资本市场、
国际贸易、网上银行、个人金融等
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新华联集团也
将优先选择当地中信银行分支机
构作为主要合作银行，并优先使用
中信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双方还将以“总对总”的模式开展
全面深入的业务合作。

■通讯员 张宏旭 记者 刘永涛

中信银行新华联集团战略联姻

5月12日上午，渤海银行长沙
分行参加了“银企携手， 共创两
型”千人徒步梅溪湖活动。此次活动
在大河西先导区梅溪湖国际新城举
行，由湖南省银行业协会、长沙大河
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来
自湖南省内的31家金融机构共计
13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记者了解， 此次活动旨在
以徒步环游梅溪湖的方式共同倡
导低碳、生态、环保、节约的生活

方式， 共同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本次比赛从
梅溪湖桃花岭公园广场出发，经
祈福大道、 内环湖路步行至梅溪
湖国际文化中心广场，全程约6公
里。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代表队成
员，充分发扬团结拼搏、积极向上
的体育运动精神， 在关键时刻一
齐冲向终点， 最终在39支代表队
中获得第十名的成绩。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夏葳

“银企携手，共创两型”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千人徒步梅溪湖

银行主打奢侈品团购牌

“上周末银行信用卡中心
发来短信，它们联合奢侈品牌
搞活动，持信用卡或借记卡可
以分期付款。” 长沙时尚达人
蔡娜娜兴奋地告诉记者，“她
在银行官网上看中一个品牌
手袋，准备下手了。”

记者发现，随着奢侈品消
费在国内的逐渐深入，不少银
行网上商城也开始“吆喝”开
卖奢侈品，包括招行、民生、广
发等在内的多家银行的信用
卡网上商城全新开辟了奢侈
品专区、消费者可以购买到包
括GUCCI、BV、PRADA等在
内不同层次的奢侈品，产品类
别包括箱包、墨镜、手表、皮带
等物品。

在依旧延续银行分期付
款的支付优势的同时， 奢侈
品“团购”成为当前银行网上
商城的主要营销策略， 其销
售单价普遍低于国内实体店
的销售价格。 以民生银行在
网上商城销售的一款市场标
价1.58万元的PRADA女士手
提包为例， 其提供了三种分
期支付的方式， 期限分别为
3、6和12期。而该款手提包的
商城价定为1.35万元，这意味
着通过信用卡网上商城购买
该款手提包不仅可以便宜
2300元， 还可以享受分期付
款的服务。

保真受质疑，网销遇冷

然而， 记者14日访问多
家银行信用卡商城奢侈品专
区时发现， 即便大多数银行
打出“团购牌”卖力营销，但
参与购买的网民却屈指可
数，问题的关键似乎直指“保
真”问题。

记者发现，不少银行网上
商城的货源是由第三方供货
公司进行供给，而这些公司皆
很难界定身份实力。“银行网
上商城的奢侈品是真的吗”、
“虽说可以到专柜去验货但是
能不能退换货还是未知之数”

……面对在银行分期付款购
买奢饰品如何保真问题，不少
市民只能在各种论坛和贴吧
求助。

以某银行网上商城正在
进行的“聚便宜”团购活动为
例，一款售价为1.15万元的巴
黎世家机车包(13年款）只有5
人参与团购。而同样在进行团
购的GUCCI男士斜挎包则无
人参与团购。此外，在广发银
行、平安银行的网上商城奢侈
品专区也出现明显“有价无
市”的局面，相当部分的奢侈
品评价栏为空白。

全国联保成“救命稻草”？

记者获悉，对于银行官网
销售奢侈品的模式主要有两
种， 一种是银行官网自己寻
找奢侈品货源进行销售，还
有一种就是银行官网与电商
进行合作，“而目前国内电商
销售奢侈品的主要问题就是
货源的权威性。” 电商行业内
部人士告诉记者， 不少电商
对于奢侈品销售持有一种相
对保守的态度。

“而且就算大部分电商销
售的是正品也很难得到奢侈
品品牌的正面认可。” 上述人
士表示，“大部分品牌会考虑
线上销售对实体店销售的冲
击和品牌价值及影响力，所以
电商很难直接从品牌商获取
代理权。但是考虑到销库存的
情况，不少品牌商对电商也是
一种默许的态度。

针对这样的现状，对产品
全国联保成为银行的集体选
择。针对当前银行在售奢侈品
质量如何保证的问题，记者采
访获悉，多家银行表示商城所
售产品均为正品并承诺全国
联保。

比如， 民生银行网上商
城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凡是
银行网上商城所售的产品，
均出具发票并提供全国联
保，如果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将享受7天内无条件退换货
的服务。

银行官网叫卖奢侈品
货源真假难辨，团购遇冷

挖掘固有客户价值
是银行着力点

银行将奢侈品放到网上
商城， 利用自身优势提供相
关信用卡分期付款的优惠政
策， 迎合了大多数白领对于
奢侈品的消费心理。

相比其他网购平台，不
少白领还是更愿意相信银
行。 银行热衷销售奢侈品一
方面是想借此吸引客户，拓
展客户资源， 另一方面是想
留住并“挖掘”其固有客户的
价值，银行有优质的高级VIP
客户资源， 如企业用户和高
端个人用户等， 其奢侈品消
费能力非常强。

可提前在电商处
查看授权书

银行网上商城购买奢侈
品虽然价格优惠， 但需注意
的是， 市民在购买之前应最
好了解该银行网上商城的相
关收费、退换的条件。

一般在银行网站购买货
品并非都可享受无条件退换
货的待遇，如有的银行规定，
如因团购人的原因要求退订
或团购人在送货时拒绝接收
的，每退订或拒收一件商品，
团购人须向供应商支付50元
/件的违约金。此外，为确保
商品的货真价实， 市民可在
购买之前跟电商客服进行联
系要求查看相关奢侈品牌的
授权书， 确认授权书之后再
行购买。

! 提醒

背景…

银行官网也开卖奢侈品了？ 这奢
侈品是真的吗？随着民生、招行、广发
等多家银行开始叫卖奢侈品， 众网民
多了购买渠道的同时， 仍不免疑虑银
行网销奢侈品能否保真。

而 在 现 实 中 ， 相 比 GUCCI、
PRADA等国际一线大牌相继进驻实
体店的热闹， 目前银行奢侈品销量人
气却异常冷清。5月14日，本报记者访
问多家银行信用卡商城奢侈品专区发
现，即便大多数银行打出“团购牌”卖
力营销，但仍乏人问津。

■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杨盼 饶玲洁

某银行官方网站上售卖的奢侈品牌遇冷，货源真假难辨。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