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说一下 “双十一” 的

倡导者， 支付宝和阿里旗下的

各家电商。 他们的活动最多，也

最为复杂。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最近每天， 你的手机会收到很

多扫红包的短信和微信， 每天

都可以扫一个，金额随机，分享

红包码的用户也可以得到赏

金。 红包分为余额宝、花呗、实

体店三种形式， 每天都可以领

取后使用。 如果是新用户或者

是平时很少用支付宝的客户，

领到的红包会很大， 最多可以

是 99 元，反之，支付宝老用户，

领到的红包却很少。 由于最近

赶上“双十二” ，支付宝的红包

力度比较大。 而且在 12月份到

店付款 15 笔就可以在元旦平

分 15 亿元现金，使用花呗的用

户现金翻倍。

不仅付款的人有红包，收

款的人也有红包。 开通收款码

的用户，每天前 10 位顾客支付

成功后， 都可以收到一笔门诊

报销金， 活动一直持续到 2019

年 2 月份， 最高可以累积到

1000元， 可以报销平时门诊看

病的费用。

阿里旗下的口碑

APP

，在

12 月初就开通了 5 折专场活

动，必胜客、肯德基、德克士等

连锁餐饮都有 5 折单品券。 在

“双十二” 当天，还可以抢购羊

城西饼、贵州龙的 5折券。 必胜

客还有每天两场秒杀披萨券，

大概相当于 3折。 除了餐饮，还

有玩乐专场， 游戏币、KTV、美

发、 洗浴都有不同的折扣，如

9.9元抢购 25个游戏币。 除此

以外， 还可以每天签到领取津

贴，换取红包购买商品使用。 在

主会场，可以点击领取礼包，里

面包含有三张 10 元代金券和

两张 5 元代金券， 双十二当天

可以抵扣使用。今年的口碑 APP

“双十二” 活动比较注重吃喝

玩乐， 而在超市方面活动力度

较小， 去年的口碑 APP 的活动

力度非常大，经常推出一分钱、

一毛钱的单品券。

最后说一下淘宝和飞猪。

这次淘宝主要是以 “人民的宝

贝” 为主题， 每天可以通过投

票、逛会场，领到的肥料可以培

育红包树，金币值达到 400 个、

1000个可以瓜分现金红包。 还

可以逛主会场领取淘宝红包，

每人每天可以领取到现金、天

猫 50 元代金券、优酷单月会员

等奖品。 相对于“双十一” ，淘

宝“双十二” 的力度的确是不

太大。 同样，飞猪的“双十二” ，

可以领取各种酒店、 机票代金

券， 每天还可以领到加速豆

和萝卜卡， 可以等到

“双十二” 当天使

用抵扣价款，也

可以领取津

贴 10 元、30

元津贴来使

用。

本报讯 工行贵阳云岩省政府支行作为老

年特色服务网点，始终秉持着“服务在工行，情

暖老人心” 的特色服务理念， 一直把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付诸于实际行动中。

近日，为了服务好老年客户，该网点开展了一场

养生知识及防诈骗知识科普活动。

当天， 工作人员组织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

客户来到网点的老年客户专属服务区， 为老年

客户免费量血压，并提供网点内的养生书籍，供

客户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为老年客户

进行防诈骗知识科普， 讲解常见的金融诈骗

“套路” ， 提醒老年客户千万不要轻信转账信

息， 一定要核实清楚发信人身份再考虑转账等

等。

在获得养生知识的同时， 还增长了防范金

融诈骗的知识， 在场的老年客户纷纷对该行

“情暖老人心” 的良苦用心给予了好评。

（王亚南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云岩省政府支行

开展养生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贵阳市健康城市

建设， 工行贵阳中西支行积极响应贵阳市爱卫

办关于创建《贵阳市健康细胞工程建设推进办

法》的号召，创建“贵阳市健康细胞工程建设”

中的“健康细胞单位” ，并取得良好效果。

该行一方面结合支行及区域特色， 定期开

展“中西支行养生大讲堂” ，特邀专业医生为客

户讲解健康养生知识， 同时还在各节日点或节

气，制作养生提示小卡片，分发给厅堂等候办理

业务的客户； 另一方面， 提高员工健康生活品

质，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确保各项健康工作推

动到位、落到实处。

（向沅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贵阳中西支行

推进“健康银行”建设

【工行温度】

“服务在工行，情暖老人心” ———

工行贵安分行进校园

积极开展“反洗钱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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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二”省钱大攻略

本报讯 近日，工行贵安分行来到贵州电子

科技职业学院开展了以“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反逃税”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

宣传活动当天,�工行贵安分行工作人员通

过张贴宣传横幅、 发放宣传折页以及现场宣讲

等形式，向广大在校师生进行“反洗钱” 知识宣

传，并解答疑问。宣传活动让学校的师生们知道

了“洗钱” 的概念和“洗钱” 的社会危害性，并

充分意识到“反洗钱” 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工行贵安分行的工作人员还结合“洗钱”

的最新特点以及经典案例， 就如何防范网络诈

骗“洗钱” 、非法网络集资等网络犯罪活动进行

了讲解和答疑。

师生们表示，通过这次宣传活动，他们不仅

提高了防范意识， 也避免了今后掉进“洗钱犯

罪”圈套的可能。 （赵晨 本报记者 王蕾）

民生银行发布供应链金融品牌“民生 E链”

本报讯 日前， 民生银行在

京发布供应链金融品牌———

“民生 E 链” 。 这标志着该行改

革转型战略业务之一的供应链

金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意

味着民生银行在优化供应链金

融生态圈、助力民企发展、支持

实体经济等方面迈出了勇于实

践的一大步。

2017年 10 月， 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

创新应用的指导意见》，将供应

链金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

度。 在此背景下，民生银行迅速

行动， 并于今年 2 月发文成立

供应链金融事业部。 此举开了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先河， 充分

彰显了民生银行做强、做优、做

精、 做大供应链金融的决心和

信心。

民生银行将供应链金融事

业部作为全面执行供应链金融

战略发展的核心机构，通过搭建

专业组织架构、组建专业管理及

营销团队、设计并推进专门的新

供应链业务发展模式，在“科技

驱动、金融赋能” 的经营理念下，

积极探索，初步搭建完成了全链

条线上化产品体系“E系列” 、包

括应收

E

、

赊销

E

、

仓单

E

、

采购

E

等主体产品。

在存贷汇投的基础上，立足

于行业角度，形成了完善的个性

化的解决方案“通系列” ，包括

医药通、政采通、佳酿通、车销

通、建工通、家电通，重点覆盖医

药、政府采购、汽车、白酒、家电

等关系国计民生、 生产制造、消

费等主流行业，民生银行提供线

上的存货、应收、预付等融资类

产品， 同时通过这些云账户、收

银台等形成结算类产品，从而实

现参与企业供应链管理与服务

的功能。

此次品牌发布会上，民生银

行还与多家核心企业、 平台机

构、 科技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突显了民生银行供应链金融与

企业共同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

搭建供应链金融生态圈的全面

布局。

（本报记者 王蕾）

为老年客户免费量血压

说完两大巨头 ， 另一大巨

头———微信支付的活动则非常少。

家乐福和沃尔玛都在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单品券， 可以通过微信

支付，最低一分钱一瓶香油，但是根

据记者亲测，商品比较难找，货品不

齐全。

今年的“双十一” 里，翼支付也

是“出手很重” 的。 活动期间，登录

翼支付

APP

即可获得登录卡， 使用

翼支付

APP

在线上、 线下指定场景

消费满 1 元可以获得“摘星卡” ，邀

请好友助力，即可获得助力卡，成功

收集三张星卡的用户， 最高可瓜分

3000万元奖金，活动时间为 12 月 10

日 -12 月 15 日。 根据记者经验，翼

支付集卡活动参加人数少， 平分金

额较大，可以关注一下。

各家银行

APP

为了

留住自己的客户，也

是使出浑身解数。招

行的掌上生活和

手 机 银 行 两 个

APP

活动力度非

常大，掌上生活可

以通过消费、买券

积累小猫，使用小

猫可以兑换话费券、

积分等礼品， 这个月

每天还可半价购买美食

券， 就算没有招行的银行卡

也可以参加活动， 招行手机 APP 同

样可以购买 5 折饭票。 贵阳银行则

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来用 6 积分抽取

消费券， 有满 100 减 6.6 元、200 元

减 16 元券等，获得的消费券可以在

“双十二” 当天支付宝消费抵扣，第

二天返现金。华夏银行在 2018年 1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期间

推出抽奖活动，持卡人通过关注“华

夏银行信用卡” 微信公众号，绑定华

夏信用卡 ， 在微信公众号回复

“JFCJ” ， 即可参加 1000 积分抽奖

活动。抽奖形式为大转盘，奖品为 10

积分、100积分、1000 积分，30 元、50

元、100元电子礼券， 抽奖所用积分

实时扣除， 中奖积分及电子券实时

到账。

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凡登录民生签到的用户， 每天都会

获得一次“翻翻乐活动” 参与机会。

签到成功满 7 天的用户将获得第一

个宝箱开启“天天刮刮乐” 活动，此

后每天可有一次开宝箱刮好礼的机

会。 本报记者 王蕾

“双十一”刚刚过去，“双十二”即将到来。

作为各家电商、各家移动支付的一大战场，很多消费者对“双十

二”也是有颇多期待。 为此，记者整理了一下各家电商及移动支付的

优惠“攻略” ，有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准备起来，薅下这笔“羊毛” 。

淘实惠

阿里系：活动最多最复杂

如果说阿里系的活动过于

复杂，银联则是“简单粗暴” ，

直接五折。2017年 12月才上线

的云闪付二维码，在“双十二”

来临之际，再次推出活动。在 12

月 12 日到 23 日期间， 只要使

用云闪付或者银联二维码支付

就可享受 5 折优惠。 涉及到线

上线下 40 万家商户，从知名大

牌到日用百货， 基本上全方位

覆盖。 具体商户活动信息和封

顶金额可查找云闪付

APP

和各

地银联的微信公众号。

举几个例子， 比如贵阳地

区参加商户沃尔玛、 家乐福和

永辉超市， 都是市民们经常采

购的地方。 永辉超市 5 折最高

优惠 30 元，同一用户单日在该

商户所有门店仅可享受 1 次优

惠。 每日共计 49200个名额，上

午 10 点钟开始；沃尔玛是从开

门就开始参加活动， 每日优惠

限量 5.32 万份 （上、 下午各

2.66万名额），最高共计 26.66

万份，先到先得，满额为止；家

乐福二维码名额最高共计

190000 份， 其中 12 月 12 日

60000 份 （上、 下午各 30000

份）,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6 日

每日 32500 份 （上、 下午各

16250份）。 手机闪付每日优惠

限量 8333 份，最高共计 100000

份，先到先得，满额为止。

中小型超市凯辉便利店、

悠悠便利店、 地利生鲜同样

参加活动， 但是优惠上限不

同，地利生鲜是上限 8 元。 值

得注意的是， 云闪付的线下

活动似乎单设备单身份证只

能单日参加一次， 通过切换

账户的方式是不行的， 因为

系统会辨认出来该手机是否

参加过活动。

如果不想出门去超市，也

可以参加线下活动，可供选择的

商家更多。如苏宁易购、京东、美

团。 京东是 12 月 12 日 -12 月

16日，每天上午 9 点开始，仅一

场， 用户在京东

APP

购买商品

（除特例商品、虚拟商品、全球

购商品、 拼购商品外）， 通过

Apple Pay

、

Samsung Pay

、

Huawei Pay

，可享受 5 折，最高

优惠 10元。 同一用户单日在该

商户可享受 1 次

优惠。 每日共计 20

万个名额， 先到先得，用

完为止。 美团的活动需要开通

美团闪付才可以参加，而且苹果

手机、华为手机都有专场，需要

根据手机品牌参加。

除了买买买，“双十二” 交

话费、水电费同样有 5 折优惠。

12 月 12 日 -12 月 16 日， 每天

上午 9：00-21：00，仅一场，用户

（以 62 开头的银联卡）在云闪

付

APP

内进行水、电、燃、暖缴

费，并在支付时选择“云闪付”

或手机

Pay

支付，可享满 20 立

减 10 元优惠。 活动期间，每日

名额共 30000 名，先到先得，用

完为止。 活动期间同一用户享

受 3 次优惠、 每个缴费账单号

享受 1 次优惠；相同时间段，在

云闪付

APP

内充话费， 并在支

付时选择“云闪付” 支付，可享

满 50元立减 5元优惠。 活动期

间总共限量 96 万笔，单日上限

19.2万笔， 先到先得， 用完为

止。 同一用户活动期内限享 3

次话费立减优惠。

银联：“简单粗暴” ，直接 5折

二线平台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