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惠力度一直不如支付宝和

云闪付的微信支付， 此次出了大

招，微信“8·8” 智慧支付日活动

的力度还是比较少见的， 全国参

与活动的共有 424 个城市中，共

一千万人获得免单。 除此以外，8

月 8 日当天， 消费者还可以在微

信小程序中扫码领券， 获取超市

的超值单品券， 如家乐福的 1 分

钱饮料、1 分钱挂面、0.99 元芝麻

香油等等， 另外还有满 300 元立

减 50元券等等。同时参加的商户

还有屈臣氏等等。 美中不足的就

是合作商户有点少， 比如贵阳地

区，参与活动的就是家乐福、屈臣

氏。 麦当劳等少量商户。

除了 8 月 8 日的活动之外，

长期举办的微信支付“摇一摇免

单” 活动还在持续之中，只要是

在每周六和周日使用微信支付满

2 元的，都可以摇红包甚至免单。

但由于其有很大运气成分， 能不

能摇到红包，摇到的红包有多少，

全靠运气了（记者表示从来摇到

的红包不超过 2 毛钱， 还经常摇

不到）。 摇到的红包可以下次支

付使用。

相对于微信支付靠运气才能

摇到的红包， 支付宝的活动则更

为普惠。

首先是口碑用户可以每天在

口碑

APP

领取 5 元钱高温津贴，

实际支付 20 元便可以抵扣，可以

连续领取一个月， 一个月可以节

约 150 元， 当日用不完作废。 其

二， 支付宝用户可以每天扫码领

取余额宝红包，天天都可以领取，

可以扫取亲朋好友的推荐码也可

以扫取商家海报的二维码， 红包

额度从 2 分钱到几元钱都有，有

效期为三天， 线上线下都可以使

用。另外，使用支付宝的二维码支

付后， 还可以领取几毛钱的红包

或者是商家优惠券。 如果天天都

用二维码支付的话， 可以省下十

几二十元钱。

最为大方的还要算中国银联

在各省市推广的二维码促销活动

了。

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 仅仅

使用云闪付

APP

的二维码支付

活动，在贵阳地区就跟 20 多家商

户合作开展满减活动， 包括凯辉

便利店的满 30 元立减 15 元，智

诚、红华、贵州龙、沁园满 2 元随

机立减，正和祥药店满 30 元立减

15 元，百盛周末满 500 元立减 50

元等等，遍布了贵阳市内的商超、

水果、熟食、百货、宠物美容等消

费领域。 整个 8 月份还可以使用

云闪付二维码坐公交车 1 分钱，

每人可以享受 20次。是不是非常

划算。而且，为了避免市民到店后

名额用光的情况， 云闪付 APP 每

天都会将名额剩余情况 “直播”

出来，如果发现名额没有了，就可

以不去参加了。

最后， 银行为了推广自己的

手机银行

APP

， 也会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优惠活动。

如中国银行

APP

， 使用二维

码绑定中行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

在永辉、

DQ

消费，可以随机立减

1-99 元钱，活动没有明确截止时

间，80 万个名额用完为止。 使用

云闪付

APP

的二维码中行借记

卡在全国大多数屈臣氏消费，满

30 元立减 15 元， 每人活动期间

内可以享受 4 次， 第一期为 6 月

14 日到 7 月 13 日第二期为 7 月

14 日到 8 月 31 日。 需要注意的

是， 不是每个屈臣氏门店都参加

活动，部分门店不参加，具体参加

名单和名额剩余情况可以查看

APP

。

使用招行 APP 的二维码也可

以乘坐贵阳的各线路公交车，用

法跟云闪付一样， 绑定招行借记

卡消费，虽然没有优惠，但坐满 3

次车就可以抽奖，百分百中奖，奖

品最低为 5 元的话费券， 最高为

30元的话费券， 活动一直持续到

9月底。 本报记者 王蕾

云闪付

工行贵阳息烽支行———

本报讯 为提升客户体验，打造客户满

意银行，本月起，工行贵阳中西支行营业厅

采取多项措施打造清凉厅堂。

一是关注厅堂卫生，维持清凉环境。网

点高度重视夏季厅堂的环境问题， 要求厅

堂服务人员保持厅堂卫生； 同时定期对空

调、通风口进行检查与修缮，向客户提供舒

适的办理环境；增加厅堂、柜台和客户经理

室的绿色盆栽。二是专注服务细节，提供清

凉服务。 网点向客户提供了“小推车送清

凉” 服务，为办理业务的客户送上清爽可

口的西瓜和清凉的矿泉水，同时，在网点配

备了充足的防中暑药品及医药包， 用心做

足夏日客户服务工作。三是强化客户体验，

开展清凉活动。在开展厅堂微沙龙，在向客

户宣传金融知识，介绍理财产品的同时，积

极讲解防暑降温、夏季安防知识。

（罗杰 本报记者 王蕾）

打造清凉厅堂

提升客户体验

北向资金加仓买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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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 随着 A 股市场正式被纳入

MSCI 指数， 外资流入 A 股步伐明显加

快。 据统计，截至 8 月 10 日，今年来外资

通过沪股通和深股通净流入 A 股的总金

额已达 2034.47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净

流入金额总和(1997.38 亿元)。 值得一提

的是，近期北向资金买入力度仍在加大，

近 3 个月净流入金额上千亿元。 那北向

资金持续加仓 A 股，近期都买了啥呢？

3个月净流入上千亿元

■核心提示

【工行温度】

本报讯 近日， 为回馈广大持卡人，工

行贵阳息烽支行开展了“爱购息烽” 刷卡

优惠活动，得到了商户与客户的一致好评。

“爱购” 系列活动是工商银行为了回

馈广大持卡人支持的优惠活动， 在指定商

户，通过工行信用卡在工行

POS

机上刷卡

消费或者使用工银

e

生活绑定工行卡扫码

支付，即可享受满减优惠。

下一阶段， 工行贵阳息烽支行将继续

推进“爱购” 系列活动，让更多类型、更多

种类的商户参与进来， 为更多的工行持卡

人提供优惠。 （吴方胜 本报记者 王蕾）

“爱购息烽”

回馈持卡人

勇敢无私

协助商户扑灭火情

本报讯 日前，工行南明西湖路支行员

工勇敢无私地协助周边失火商户扑灭火

情，受到群众的点赞。

据了解， 位于该网点附近的一家商户

由于管理不当，导致店里突发火情。为避免

火势扩大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

亡， 网点工作人员立即带着网点常备的灭

火器械来到现场，帮助商户控制火势。

随后消防车赶到现场， 网点工作人员

又协助消防官兵将火情扑灭， 避免了更严

重的后果。 消防员事后称， 该商户为餐饮

业，店内有许多易燃易爆物品，若火势控制

得不够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表达由衷的感谢， 失火商铺的家

人为网点送来一面“情系群众，为民排忧”

的锦旗。 （刘晓娟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中西支行营业厅———

工行南明西湖路支行———

“小推车送清凉”服务获得客户的首肯

沪股通、深股通是外资进入 A

股的主要途径之一。 据统计，截至

8 月 10 日， 北向资金近 3 个月累

计净流入 1121.26亿元。其中沪股

通净流入 675.32亿元， 深股通净

流入 445.94亿元。

从沪深股通每日前十大活跃

个股来看，近 3 个月共有 81 只个

股受到北向资金青睐， 反复出现

在前十大活跃个股中。 其中，中国

平安、伊利股份、五粮液、美的集

团、恒瑞药业、海康威视、贵州茅

台、格力电器 8 只个股最为活跃，

均上榜 62 次。 上榜 50 次以上的

分别有海螺水泥(58 次)、洋河股

份(57 次)，万科 A(54 次)和招商

银行(51 次)等 4 只个股。此外，中

国国旅 (40 次)、 青岛海尔(37

次)、大族激光(34 次)、分众传媒

(33 次)、上海机场(31 次)以及平

安银行(29 次)，上榜次数均超过

20 次。

据统计， 在资金流入金额方

面，这 81只个股中，北向资金净流

入净额为正的共有 48 只个股，为

吸筹主力。 其中，中国平安最受北

向资金青睐，近 3个月净买入金额

高达 95.51 亿元，美的集团、贵州

茅台紧随其后，净买入金额分别为

88.52亿元、65.85亿元。

此外，伊利股份、五粮液、格力

电器、海螺水泥、招商银行等 13 只

个股净买入金额均在 10 亿元以

上。

从北向资金布局板块来看，

近三个月，大消费、金融板块个股

最受北向资金看好。

在获得净买入的 48 只个股

中， 数量最多的前五行业分别是

生物医药(8 只)、电子(8 只)、食

品饮料(6 只)、银行(5 只)和非银

金融(4只)。 此外，还有 2 只家用

电器和 1 只商业贸易股。 由此可

见， 大消费板块确实是近期北向

资金的“心头好” 。

值得注意的是， 医药生物板

块近期受局部黑天鹅事件影响，

市场资金短期内配置的动力不

强，7月以来医药生物板块整体跌

幅高达 9.8

%

。

但北向资金却似乎

未受影响，依然趁机低吸。 平安证

券研报表示， 如果市场出现对医

药的无差别非理性杀跌， 则对着

眼长期的价值投资者带来很好的

买入时机， 推荐被市场风格错杀

的低估值细分领域龙头。

而对于食品饮料行业， 中泰

证券研报表示， 仍旧看好未来白

酒行业发展， 因为行业强壁垒以

及需求的粘性未变， 建议以全年

视角配置高端酒尽享业绩增长收

益，继续重推茅台、五粮液等；二

三线酒超额收益仍在， 继续重推

古井、口子窖、顺鑫、洋河、汾酒、

水井坊等。

据《重庆商报》

淘实惠

48只个股获北向资金净买入

@所有人 这些“福利”快来领

正值暑期的 8 月份不仅是各种娱乐、旅游产业白热化大战的日子，也成为了各家第

三方支付机构二维码支付的焦点，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和各家银行都使出浑身解数吸引

客户，市民也因此获得了实惠，让我们来算一算能省下多少钱。

微信支付

支付宝

手机银行 APP

大消费、金融板块最受青睐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