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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表示

银行应积极看待互联网金融兴起
在近期举办的2013年业

绩发布会上，中信银行行长朱
小黄表示， 银行应该非常认
真、积极地看待互联网金融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而不是用抗
拒的心态，生怕互联网金融的
兴起会影响到银行的利益。

近来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
工具和银行之间关于快捷支付
的对话， 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对此，朱小黄认为，在银行
的支付功能还没有延伸到所有
领域时， 第三方支付工具存在
市场空间。 网络上有大量商业
交易客户， 银行是为大众服务
的，必须扮演好社会角色。他同
时表示，银行应该非常认真、积
极地看待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挑
战和机遇， 而不是用抗拒的心
态， 生怕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会
影响到银行的利益。对此，朱小
黄更多的提到“合作”，他认为，
互联网金融的前途在于互联
网、金融和数据的整合。

基于此，中信银行在大数
据时代选择了顺势而为，2013
年该行提出了“再造一个网上
中信银行”的战略愿景。经过1
年多的探索实践，中信网络银
行业务市场影响力与日俱增。
年报显示，2013年中信银行个
人网银客户数达 1031.14万
户， 比上年末增长36.28%；移
动银行客户数341.88万户，比
上年末增长170.11%； 电子银
行客户数21.51万户，比上年末
增长17.19%。网络银行中间业
务收入达7.74亿元， 比上年增
长141.11%。

对于目前被央行暂停的虚
拟信用卡业务， 朱小黄表示：
“非常理解央行对虚拟信用卡
等创新工具的应用提出支付安
全和功能上的要求。” 他认为，
央行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也有助于银行创新和顺利推出
新产品。 中信银行在推动这两
项业务合作的时候并没有忘记
确保安全、防范风险。

就如何防范风险，朱小黄
表示首先要依靠大数据。“我
们希望商业积累能够用作信
用安排的数据， 我们跟银联、
腾讯合作，都同意把这些数据
拿出来，看其是否符合我们的
风险底线。 如有信用违约记
录，我们就控制这类客户的信
贷投放。”

正是基于大数据的运用，
2013年中信银行与腾讯合作
的网络贷款业务正式上线；中
信银行与银联合作推出“POS
商户网络贷款”产品，依托大
数据分析技术，对客户信用进
行科学评价并据此发放贷款。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银行网络
贷款累计放款额15.78亿元。

对于这一系列尝试，朱小
黄很坚定，“我们有信心、有决
心能够继续推动各类网络产
品的创新，并且得到社会各界
的认知和理解。”

■通讯员 徐娅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蔡平

商业新贵“7UP”
开启五一商圈地铁时代

5月1日， 长沙地铁二号线将
试运营， 标志着长沙地铁商业时
代真正来临。 对于紧邻五一大道
地铁口的锦绣中环大厦（湘绣大
厦）而言，也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
的“满血复活”的新机遇。

资本与地铁赛跑， 新生力量
正在崛起。 据了解， 锦绣中环大
厦，“7up购物美学中心” 以7000
万元接盘其20年经营权， 将于今
年8月开业。

与平和堂、 王府井百货等原
有五一商圈“大而美”的传统百货
卖场不同，年轻新贵———7up购物
美学中心却是以“小而精”定位。

全新地标的7up， 究竟是何
方神圣？“8月份， 一个集生活配
套、时尚、潮流、餐饮、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全新业态商场将展现出
来。”7up总经理邓焕姿说，7up

想带给长沙消费者的， 就是时尚
的美感和愉快的体验感。

操盘运作过6家“弥敦道”商
场， 以及分品牌花园街villa和花
园街mini， 历经长沙商业风雨的
7up总经理邓焕姿，更清楚当下定
位的重要性———迎合地铁的百万
客流及快消费等特点，7up则是走
快时尚、年轻化、多元经营的路线。

餐饮是7up商业体量中最大的
一块，三层以上都是餐饮，目前已有
多个全国知名的餐饮品牌入驻，包括
首次进入长沙的“蓉李记”、“绿茶”。

“入驻7up还可以让你轻松做
甩手掌柜，从精装修、统一输出销售
店员、到进货都提供一站式的贴心
商家服务。专业买手团，第一时间更
新韩国时尚款，实现买手买入和商
户进货零价差。”邓焕姿介绍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文秀

近日， 记者从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获悉，该行沃德财富品牌客
户近三年平均增幅超30%；交银理
财客户近三年平均增幅超40%；交
行私人银行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也
均取得了较好成绩，位居全国交行
省直分行前列，该行的个人金融服
务品牌获得湖南市场的广泛认可。

据交行湖南省分行个人金融
业务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交行
以“两化一行”作为发展战略，将

“财富管理银行” 作为自身定位，
着重从客户层面出发， 为客户提
供专业的理财规划服务和合理的
资产配置。 湖南省分行按照总行
的统一部署，始终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在不断提升财富管理能力
水平的同时， 在湖南市场寻找新
的突破口，以消费、健康、养老、教
育等诸多增值服务打造出差异化
核心竞争力。 ■通讯员 蒋浩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蔡平

湖南交行个人金融服务品牌快速发展

4月6日，525家商家入驻的
“特色中国-湖南馆”正式在淘宝
上线， 这是湖南省政府与淘宝网
合作， 由湖南供销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网上供销社”）运
营的电商平台， 将为农户们提供
从品质控制、推广、物流、售后等
专业化服务。

作为湖南农产品原材料提供
商， 湖南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副总裁汪勇感叹，“我省有很多好
的农产品， 但农产品电子商务并
不发达，因此为他人做了嫁衣。”

相关数据显示，湖南省网购
金额在全国排名第7位， 但网络
销售规模在全国的排名一直在
10名之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表
示，有了电商平台，湖南农户将
有机会改变在产业链中的劣势
地位，“网上供销社”将促成农产
品直接到餐桌，不仅降低流通成
本， 农产品的来源与信息可追
溯，也让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更有
保障。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田风

淘宝湖南馆上线，农产品直供餐桌

临近五一黄金周，很
多游客已开始筹备出游计
划， 出游热情远远高于清
明节。近日，笔者从苏宁旅
游频道了解到， 苏宁方面
已经积极备战五一， 针对
想要海外游的旅客， 苏宁
易购精心制定“五月蜜月
游”旅行套餐，让新婚的旅
客甜蜜出游。

从4月5日起， 苏宁旅
行频道就推出以“浪漫·海
岛”为主题的蜜月游，包含
泰国普吉岛、 小城故事清
迈、韩国首尔等6大浪漫之
都。 苏宁易购旅行频道负
责人称， 本次海外蜜月游
活动是苏宁在海外旅游服
务领域的一次拓展， 增加
了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多样
性，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便
捷、 舒适、 愉快的旅行体
验。

清明三天长假结束第
一天， 苏宁易购蜜月游活
动已接到上千游客咨询，
很多旅客表示很有意向报
团。“平时工作比较忙，出
去玩没时间， 这次特地在

五一小长假基础上又请了
3天年假，好好和老婆去放
松一下。” 白领陈先生表
示， 对比其他的海外游套
餐， 苏宁旅行价格要便宜
不少，性价比较高。

据悉， 苏宁旅行频道
自成立以来一直备受关
注， 此次扩展海外路线也
是一次大胆尝试， 拟全面
参与国际商旅市场的竞
争， 争取抢占更大的市场
份额。

相关链接： 抢占艺术
品市场， 苏宁易购再推6
大拍卖专场

作为国内首家涉足艺
术品在线拍卖的自主式
B2C电商平台， 苏宁易购
在4月将推出古代杂项、名
家紫砂、艺臻百工、茶叶等
6大拍卖专场。 据了解，此
次推出的专场不仅涵盖古
玩、玉器等，更别出心裁推
出“春茶”系列，包含茶叶
和紫砂壶专场，4月6日至
10日，范敏、周小明、邵立
平等名家制作的紫砂壶也
将率先拍卖。

提前抢占五一商机
苏宁易购旅行推蜜月之旅

彩票

“动物总动员”1000万派奖来袭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
湖南福彩“快乐十分之动
物总动员 ” 的支持与厚
爱，经湖南省财政厅批准
(湘财综函[2014]9号 )，湖
南省福彩中心将于 2014
年4月 9日至 4月 13日安
排1000万元对“快乐十分
之动物总动员”游戏开展
派奖活动。

活动期内 ，“快乐十
分之动物总动员”游戏各
投注方式全面加奖 ，其
中：“选一数投”玩法单注
奖金由24元增加至30元；
“选一红投” 玩法单注奖
金由8元增加至10元；“选
二任选”玩法单注奖金由
8元增加至10元；“选二连
组”玩法单注奖金由31元
增加至35元；“选二连直”
玩法单注奖金由62元增
加至70元；“选三任选”玩
法单注奖金由24元增加
至30元；“选三前组”玩法
单注奖金由1300元增加
至1500元；“选三前直”玩
法单注奖金由8000元增
加至8500元；“选四任选”

玩法单注奖金由80元增
加至100元；“选五任选”
玩法单注奖金由 320元
增加至400元。

如果奖金提前派完，
派奖活动顺延至当天最
后一期，所需派奖资金由
调节基金补足；如果活动
期满奖金未派送完毕，则
剩余奖金返还至该玩法
的调节基金。本次派奖所
需资金从“快乐十分之动
物总动员”调节基金中支
出。

“快乐十分之动物总
动员” 游戏在我省上市以
来， 赢得了广大彩民的喜
爱， 在彩市刮起一股快乐
旋风。本次派奖金额高，各
投注方式单注奖金提升幅
度大， 希望广大彩民朋友
提前做好投注计划和投注
资金安排，积极参与，多人
少买， 以自己熟悉的投注
方式和技巧， 玩出一份特
色和精彩来。

■小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