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工行贵州省分行党委班子一行赴

黔西南州普安县， 由普安县委书记农文海为工行党

委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作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脱

贫攻坚专题党课。

课上，普安县委书记农文海就基本县情、脱贫攻

坚当前战况、与工行的协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随后

工行调研组一行赴青山镇歹苏村、 哈马村等六个村

进行走访慰问，开展冬季送温暖活动，走访观摩扶贫

项目。 去年 3月， 工行省分行结对帮扶国家级贫困

县、全国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普安县，建立结对

帮扶工作联席会机制， 截至目前分别为普安县人民

医院、白水水库等项目审批融资 26.5 亿元，已投放

14.25亿元，同时实现多户小微企业融资，共计 3090

万元， 帮助贫困人口就业达 500 余户， 同时计划对

16 户小微企业进行融资支持， 拟融资金额达 7000

多万元。

工行还利用线上销售平台优势， 开展了普安县

农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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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销会，助力“黔货出山” ，投入 244

万元为县医院设计“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在资金方

面，以化肥捐赠、电教室建设、便民基础设施建设、捐

款捐物等投入帮扶资金 182万元， 同时积极向总行

申请 150万元专项助学资金；在党建支持方面，与贫

困村结对帮扶， 工行省分行机关各支部与结对帮扶

的村党支部进行衔接，落实具体帮扶事项，帮助 6 个

贫困村分别完成一件实事，投入资金约 15万元。

（本报记者 王蕾）

本报讯 日前，光大银行遵

义分行联合红旗袍举行“东方

雅韵·魅力女人” 客户活动，邀

请了优质级以上客户 180 余人

参加。

活动设置了旗袍 T 台走

秀、 古典舞蹈表演、 古筝演

奏、 古诗词朗诵及茶文化展

示环节。 旗袍复古优雅，最能

体现东方女子独有的气质与

魅力;婀娜的身姿、经典的形

态，塑造出一种古雅、端庄，

充满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体态

的形象； 古筝演奏巧妙配合

古诗词朗诵， 传达了一种含

蓄蕴藉、 筝曲未尽而意无穷

的艺术境界； 茶文化环节更

是营造了一种恬静、雅致、高

远的意境。 整场活动笼罩在

艺术与文化、 高雅与舒适的

氛围当中，儒雅共赏。

活动现场， 遵义分行还开

展了专题金融服务讲座， 向现

场客户宣讲光大银行新客理

财、光银现金

A

、

安存宝、大额

存单等产品， 介绍了光大银行

云缴费、 云支付和出国金融等

产品服务优势。 中青旅工作人

员介绍了跟团游、出境游、国内

游、 定制旅行以及阳光旅游等

产品。

（刘前 本报记者 王蕾）

光大银行遵义分行

举行“东方雅韵·魅力女人”客户活动

本报讯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与贵州

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就校园安防、教务、

管理、支付、社交等多个校园内场景开展合作，并在

贵大落成工行首个工银信用卡金融科技创新平台。

据工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工行依托自身

在金融科技方面的优势， 在校园场景内为师生提供

基于聚合支付功能的智慧停车、摆渡车电子支付、一

卡通支付等金融服务，并打造包含产品体验区、宣传

展示区、 沙龙区和自主银行服务区的工银信用卡金

融科技创新平台。 工银信用卡金融科技创新平台将

运用人脸识别、智能语音

、

AR

识别、聚合支付等新技

术，实现

VIP

迎宾、刷脸支付、互动笑脸墙、

AR

实
景

寻宝、智慧金融助手等功能，在传统的金融服务与功

能的基础上，附加娱乐性，为师生提供更加便捷、优

质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工商银行与贵州大学将通过互联网、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共同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

式， 通过打造智慧校园， 建设金融科技创新样板工

程，将若干未来可应用于信用卡领域的创新技术、方

案、场景以可视化形式展现。 （本报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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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携手贵州大学

打造智慧校园场景

No！ No！ No！ 这几类平台千万碰不得

另外，吕佳琦告据记者，

从一些问题平台发布的数据

中可以发现， 部分平台出现

问题前， 收益率会发生异常

变动， 一是网贷平台收益率

奇高， 比如融 360 统计的 11

家问题平台收益率均超过了

13

%

，

其中被经侦介入的安捷

财富在 7、8 月份的平均加权

收益率最高，达到 1

8%

以上，

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收益率水

平； 二是网贷平台收益率突

然迅速大幅上升，比如，争议

平台智融会收益率从 7 月份

的 11.86

%

突然上升到
8

月
份的

14.85%

。 提现困难平台

金大圣收益率从 8 月份的

12.23

%

突然上升到
9

月份的
39.15%

；

三是收益率陡降，比

如，提现困难平台风零度从 7

月份收益率 15.63

%

突然下
降到

8

月份的
6.71%

。

吕佳琦表示，投资者如果

发现网贷平台收益率远远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或者平台突

然高幅度加息，且活动力度较

大，建议暂时观望为宜。 “突

然大幅度加息的平台，大概率

是因为近期资金端遇到了一

定困难，需吸引新资金进入以

应对债转压力；另一种极端情

况是平台存在跑路的可能，在

跑路之前通过加息圈钱。 ”他

指出，不过，收益率仅仅是问

题平台的一个显著特征，判断

平台是否存在问题还需从合

规程度、发标情况、以及是否

有存管银行，股权和高管近期

是否异常变动等多维度进行

衡量。

“总体来说，目前行业整

体情况有所好转， 预期平均

收益率会出现合理回落。”吕

佳琦预计，但随年底临近，投

资者的流动性资金需求上

升，借款端回款压力增加，网

贷行业的整体流动性可能仍

然偏紧， 预期平均收益率或

出现小幅度阶段性回升。 网

贷之家高级研究员张叶霞也

据记者指出， 投资人需着重

关注平台的备案进展状况，

在此基础上选择规模、人气、

资金状况较好的平台进行投

资， 规避负面舆情较多的平

台。 “临近年底，宏观货币层

面趋势紧张， 投资人具体可

以根据个人风险偏好结合平

台选择投资期限。 ”

据《上海金融报》

现在不少移动支付机构都在为用

户发放各种抵扣“红包” ，用来抵扣平

时消费。 可是，面对品种纷繁的“红

包” ，有些人却发愁不会用，甚至白白

浪费掉，着实可惜。下面我们就来聊一

聊，如何用好自己的“红包”……

首先，支付宝每天都会为用户发

放一个“红包” 。 支付宝“红包”有三

种，分别是“实体店红包” 、“余额宝

花呗红包” 和“花呗红包” 。 三种“红

包” 都可以在线下商户抵扣使用，后

两者还可以在淘宝、天猫和飞猪上面

使用。 有些人领了“红包” 苦于没有

需要的商品无法抵扣， 只好任其浪

费。 其实，就算不购买商品也可以使

用，秘诀就在于可以用“红包” 还信

用卡和花呗的欠款， 即便没有欠款，

也可以先还款，相当于提现。 如果既

没有花呗也没有信用卡的话，可以用

余额宝“红包” 去缴纳电费。 实体店

专用“红包” 用不掉怎么办？ 可以使

用扫码支付的方式向自己或者亲友

的另一个支付宝账号支付，这样就可

以提现了， 收款方还可以砸蛋抽奖。

另外，支付宝还有引新“红包” ，推荐

新人注册支付宝， 可以获得 20 元的

“红包” ，口碑

APP

则经常发放消费

“红包” ，有些是线下消费，有些是线

上消费使用，用前需要看清楚。

微信系统会在周末发放“摇一摇

红包” 。 只要是周六、 日使用微信支

付，订单金额满 2 元，就可以点击画

面下方的“摇一摇” ，每位用户每天

可参与 3 次，金额不一。 由于不是百

分百中奖的，所以支付完不要急着返

回，一定要把握机会“摇一摇” ，否则

“红包”很难再找回来。

云闪付的 “红包” 比较简单直

接，只要是每天签到和转账超过十元

钱就可各获得一个“红包” ，如果是

同一家银行转账的，还可获得第三个

“红包” 。 云闪付的“红包” 会直接打

入“红包” 余额，下一次无论是线上

还是线下都可以抵扣。如果是天天坚

持和转账，再加上同行红包，一个月

至少有 30 元钱的进账。 翼支付则会

不定期通过微信互动、话题讨论的形

式，发放参与“红包” ，消费者可以在

翼支付

APP

上消费、缴纳水电费等，

而且还可以参加随机立返的活动。

至于各个银行

APP

的“红包” ，

都是通过签到、完成特定任务就可以

获得，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完，否

则过期作废。比如招商银行掌上生活

的“红包” ，经常可以获得 8 元饭票

代金券、10 元电影票代金券等等，用

这些代金券在

APP

上购买饭票和电

影票，可以在折扣价上享受“红包”

抵扣。 另外，交行买单吧的“红包”也

十分实惠，只要每天完成签到、转账、

账单查询等简单操作，就有机会获得

5.88 元的无门槛“红包” ，中奖率极

高。 本报记者 王蕾

“爆雷潮”暂歇 P2P又能投了？

近期， 网贷行业问题平台数量大幅下降， 不少平台成交量出现明显回

升，行业回暖迹象有所显现。此外，平台备案在有序进行中，平台纷纷提交自

查报告， 更有部分平台已经接受互金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等机构开展的现场

检查工作。 那么，目前 P2P 网贷可以投资了吗？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各平台

正在进行合规备案，投资者需密切关注平台进展。

自今年三季度开始，网

贷行业合规检查工作进入关

键时期。

P2P

网贷平台、中国

互金协会和当地整改办三方

交叉检验， 并实行一票否决

制，严格程度可见一斑。

融 360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全

国共有 815 家正常运营的

网贷平台上线银行资金存

管系统，占融 360 监测范围

内 正 常 运 营 平 台 的

72.19

%

。

目前共有 74 家银

行开展资金存管业务，其中

37 家已经通过系统测评，37

家白名单银行总计上线 581

家平台。 这意味着已上线银

行资金存管系统的 815 家

平台里，还有 234 家平台的

资金存管不符合要求。 此

外，全行业还有 48.5

4%

的平

台未上线满足要求的银行

资金存管系统，这将影响到

平台的备案进展。

“不过，即便平台上线

的银行存管通过测评， 仍无

法保证平台绝对安全。 银行

存管主要保证平台资金隔

离，并不保证平台标的真实、

运营稳健。 ” 融 360 网贷行

业分析师吕佳琦据记者表

示，因此，投资者不能因为平

台上线符合要求的银行存管

系统就认为平台绝对安全，

还需对平台进行多方面考

察，比如平台的背景实力、高

管实力、 是否与保险公司合

作、标的底层资产等。但在备

案冲刺阶段， 仍旧未上线银

行存管的平台存在猫腻的可

能性较大， 出借人需警惕该

类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正常

运营平台积极进行合规整改

的同时， 还有一部分体量较

小、运营几乎停滞的“僵尸”

平台。 吕佳琦表示，这类“僵

尸平台” 的特点是：第一，没

有“爆雷” ，也未宣布清盘；

第二， 曾经做过合规的努力

和尝试；第三，对比一年的运

营数据，业务近乎停滞，平台

基本上不发标；第四，有些还

在寻找买家， 有些已经宣布

放弃“治疗” 。

吕佳琦介绍， 在上千家

正常运营平台中， 资金有加

大向头部平台靠拢的趋势，

二八分化现象与去年相比明

显加速， 同时也导致了多数

中小平台加快离场。“虽然部

分平台也被归纳到正常运营

平台中， 但对比近一年的数

据可以发现，成交量、借款人

以及投资人数量下降非常明

显，且没有反弹迹象，这就值

得投资者谨慎对待， 他们有

可能发展为‘僵尸平台’ 。 ”

吕佳琦提醒， 根据监管

要求， 网贷平台应逐月向公

众披露截至上月末撮合交易

的相关信息，但多数“僵尸平

台”运营数据并未按时披露。

“对于投资者来说，看运营报

告不一定能筛选出好的平

台， 但可以从运营报告的数

据中分析判断平台有无发生

明显变化。 ”

警惕未上线银行存管平台

1

辨别“僵尸平台”可参考运营数据

2

远离收益率偏高平台

3

银

行

资

讯

嗨……

别忘了你的“红包”

理财参谋

本报讯 在工商银行及

Visa

卡组织的支持下，

“贵州大学体育节全民健身迷你马拉松” 日前开跑。

贵州大学王芳恒副校长、 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中心

王都富总裁与

Visa

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女士共同

鸣枪，2600多名师生校友参赛。

本次比赛总路程约 5 公里， 比赛分竞赛组计时

赛、体验组不计时跑、12星座团队争先赛。

工银

Visa

星座信用卡全国高校推广活动已覆盖

全国 10个城市 80多所高校，普及金融知识的同时，

引导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信用观。

（本报记者 王蕾）

助力校园金融服务

工银 Visa

“领跑”贵大马拉松

工行贵州省分行结对帮扶普安县———

融资千万元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