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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羊年理财圈，e租宝、大大集团等企
业相继被调查，P2P网贷行业进入发展拐点成
了当之无愧的头条新闻。虽然这一系列事件
处理结果没有完全水落石出，但是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出理财市场的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部分无良企业以高息为诱饵，以互联网金
融名词为包装，最终欺骗的是善良群众。

作为齐鲁晚报旗下品牌，齐鲁晚报理
财俱乐部在这个全民理财时代更是感觉到
自己责任重大。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内，本
报理财俱乐部专注于会员理财信息分享服
务，为会员提供相关理财产品信息咨询，同
时多次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和理财风险教
育，为广大老百姓的安全理财贡献了自己
的一份力量。

进入猴年，多渠道的理财方式依旧是
林林总总，让广大读者目不暇接。但是，如
何帮助大家长出一双“慧眼”，分辨出风险后
面的安全收益，将是本报理财俱乐部的重点
工作。此外，今年我们将继续坚持初衷，不定
期邀请俱乐部会员参加丰富多彩的理财讲
座活动和高端金融论坛。能够让您与经济领
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进行近距离交
流，更准确地把握投资热点和方向。

目前，本报理财俱乐部继续欢迎读者
通过电话、微信、QQ等渠道进行报名加入。
为了保证理财俱乐部有价值地高效运行，
在报名和审核过程中，将严格采取会员实
名制。报名方式包括1 .拨打理财俱乐部热
线：0531-85196909报名；2 .搜索微信号“齐
鲁财金”，关注齐鲁晚报理财俱乐部微信，
并发送“理财+姓名、手机号”报名；3 .加入
齐鲁晚报理财俱乐部专属QQ群 ,群号：
432086739，入群申请请注明“姓名+手机
号码”。 (本报记者)

本报理财俱乐部

猴年继续为您服务

截至2015年末，光大银行“云支付”整体
交易规模突破1万亿元，其中B2C网上支付客
户规模突破1000万元，交易金额超3000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200%，中央财政授权支付网上
交易金额突破500亿元，保持同业第一。

据介绍，2015年，光大银行将银联支付、
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超级网银支付、第三方
支付、线下收单等业务进行全面整合升级，打
造了拥有自身特色的“云支付”服务品牌，并
陆续上线“云支付”跨行快捷支付PC端和移动
端，可以为外部电商及光大直销银行等平台
提供跨行支付、二维码支付、资金归集、代扣、

资金托管在内的专业化支付结算服务。
光大银行“云支付”产品可提供个人与企

业、线上与线下、虚拟与实体、本币与外币、本
行与跨行等综合支付解决方案，同时作为银
行开发的支付工具具有更高的信用保障。并
且，光大银行是首家通过外管局验收并对第
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实时自动化处理的银行，
可为合作方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外汇业务
服务，满足其差异化需求。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年，光大
银行将从五方面入手做强“云支付”服务：一
是全面整合基础支付结算服务，实现覆盖对

公对私、本行跨行、线上线下、本币外币、境内
境外全支付场景的综合服务平台;二是推动云
支付跨行入口输出、跨境支付等业务发展;三
是在做好中央财政授权支付的基础上，积极
拓展地方财政授权支付。四是持续丰富e托管
业务场景，深入挖掘客户价值;五是在做好风
险管控的基础上，推动线下收单业务健康快
速发展。

光大银行“云支付”整体年交易额破万亿

随着P2P监管规则意见稿的问世，金融机
构与P2P间的合作关系正在得到规范。

福建证监局(下称福建局)年前曾下发通
知称，要求所辖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对P2P平
台融资类业务进行自查。

该通知要求，各机构严禁以任何形式参
与P2P平台融资业务或为客户通过P2P平台融
资提供便利，同时各机构应该认真对照自查，并
于本月底前提交相关反馈信息。而在该份通知
中，福建局还对市场中一只由券商、P2P平台、保
险公司合作开发的小额融资产品进行了通报，
而目前该项业务已被监管层叫停。

值得一提的是，券商、基金同P2P平台开
展合作、下设P2P平台或对P2P进行财务投资
的情况已不鲜见，而福建局的此次通知，或预
示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同P2P的联姻模式或
将得到进一步规范与约束。

而亦有业内人士认为，传统金融机构并
不应缺席对互金领域的创新与尝试，而监管部
门则可对金融机构参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禁止
行为、适当性管理、风险控制等做出专门规范。

福建局春节前曾在一份名为《关于对P2P
平台融资类业务进行自查的通知》中对一家
证券公司合作开展P2P平台融资产品的违规
情况进行了通报。

据福建局通报，该产品由券商、P2P平台
和保险公司三方合作发行，通过P2P平台为券
商有小额融资需求的客户提供融资。

不过，P2P业务并非为券商所主动架设，
而券商方也仅负责借款人的风险评估、资信
审核和融资业务的风控及贷后管理，具体的
平台运营、管理、信息配对工作由P2P平台完
成，而保险公司则为产品提供保险和受理投
保服务。证监局指出，该种模式下证券公司涉
嫌向P2P平台提供客户信息、向客户推荐相关
业务、监管客户有关账户、限制客户资产转移
等违规行为。

一位接近中证协的券商人士介绍称，该
类监管事项通常派出机构会与证监会、协会
保持一致，因此不排除这一监管政策已在更
大范围内实行。

“派出机构的通知很可能是对上级监管

部门意图的贯彻，所以这次叫停机构和P2P合
作，很有可能并不止于福建省。叫停的逻辑也
可以理解，P2P发了监管文件，而近半年来泛
亚、e租宝等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事件也层出不
穷，如果放任机构同P2P合作，可能会让机构
在信誉管理上受到影响。”上述接近中证协的
券商人士表示。

事实上，监管层对于券商参与P2P的监管
风向早已趋严。2015年12月，中国证券业协会
还曾向各家券商下发了《关于开展证券公司
子公司参与P2P业务情况压力测试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证券公司统计子公司参与网贷平
台(P2P)业务情况，并提交压力测试报告。压
力测试报告需包括测试基本情况、风险评估
分析应对措施建议等。此次摸底旨在落实证监
会开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风险压力测试工作的
要求。上述通知所涉及证券公司子公司包括证
券公司的资管子公司、直投子公司、另类投资
子公司。参与P2P业务的方式包括投资P2P平
台公司、设立产品对接P2P以及其他可能引发
风险的参与方式。 (李维 包慧)

监管层叫停机构涉水P2P 互金类创新恐承压

□周爱宝

过了正月十五就过
完年了。全球一体化让人
改变了很多习惯，但有些
传统不能改变，也改变不
了。如春节这个中华民族
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人
们体验亲情友情乡情的时
刻，有些商家大赚一笔，过
去赚得盘满钵满是电信运
营商，现在又加了两个“暴

发户”，也是两个“大忽悠”，多少人感慨“坑爹的
微信摇一摇红包和支付宝咻咻咻，摇的我手腕
酸，指头疼，右手报废”。打乱了多少家庭围炉夜
话，一起守岁的温馨。但这两个商家却用两个噱
头，赚了众多商家的钞票。真应该限制他们只
能短时间内搞活动，而不能成宿地把人粘住。

但我也相信，这一切也将过去。因为春节
见面长辈给晚辈的物理红包，带着亲情带着
温度，面对面的交流永远胜过机器和机器的

交流。“我害怕有一天，科技会取代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我们的社会将充斥着一群白痴。”春
节期间突然传出这句话，说爱因斯坦说的，但
我没找到证据。

真正让人感到兴奋的新闻是关于爱因斯
坦的引力波假说被证实，这是科学与创新的
神奇。2月11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
学院、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LIGO)科学联
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全世界宣布：我们
真的探测到引力波！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
义相对论论文，论证了引力的本质是时空几
何在物质影响下的弯曲。1916年，爱因斯坦在
广义相对论的框架内又发表论文论证，引力
的作用以波动的形式传播，这就是引力波。向
爱因斯坦致敬，向科学家致敬！

但是我们的许多行业领导者却不愿探索
未知的领域，利用国内反垄断法律不健全的
现实，玩赢家通吃的游戏，限制其他竞争者的
进入。有时甚至做得很任性。但是，利用某种
保护形成的垄断只是暂时的，终将会被打破。
这不，Apple Pay来了！

2月15日，微信方面表示，从3月1日起微信
支付将开启零钱提现收费计划。正当人们还
在议论微信此举是否有店大欺客之嫌时，
Apple Pay在18日登陆中国，吹皱了移动支付
行业的一潭春水。绝大多数用户对微信提现
收费都表示质疑和不满。因为此前，转账支付
业务就已朝着“免费”方向迈进。人一阔就变
脸，市场拓展期，他们采用各类折扣、免费的
优惠方式向消费者让利，吸附用户。消费者从
中获得方便，商家也有了经营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现在突然胃口变大骤然取消“免费”。

商家的自信是人们高度依赖和长期培养
起来的对产品的忠诚。但是人们首先琢磨他
们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本不是创新和发
明，本身面临被取代的风险。何况新竞争者来
了！其实，正如人对人一样，人对物，虽然产生
强烈的情感依赖，但爱来得深沉，恨得也深。
这种情况下，Apple Pay抢滩登陆，无论对于
普通消费者还是微信支付，都不是坏事。考虑
一下，我是谁，我能为别人做什么？你的价值
体现在为别人的服务上，过度索取和压榨，事

情就走向了反面。
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采用的线下扫码模

式不同，Apple Pay采用非接触式支付模式，
只需在升级的POS机上“扫”手机即可完成支
付。支付过程中，个人账户信息更加安全，交
易也更快捷，能够带给消费者不同的体验。

Apple Pay进军中国市场，最大意义不在
于三分移动支付市场的天下，而在于它重新
提出打破垄断、刺激创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Apple Pay采取的不同支付方式和体验，激活
了一池春水。在支付宝和微信俨然已成两极
的情况下，让商业银行、手机制造商和连锁超
市一起有能力说“不”，我们消费者也有了底
气做出有利的选择。

国家政策性银行支农发力

农发行山东省分行

信货支农850亿
本报讯(记者 周爱宝 通讯员 邵

正红)记者从2月20日召开的全省农发行行
长会议上获悉，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全力服
务国家战略，信货支农作用显著增强。2015
年全年投放贷款8 5 3 . 5亿元，同比多投
191 . 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1623 . 9亿元，
同比增加281 . 8亿元，增长21%，比全省银
行业贷款平均增速高10 . 9个百分点。

据透露，该行累放粮棉油购销储贷款
155亿元，支持带动开户企业收储流转粮食
501亿斤，收购棉花11 . 9万担，发挥了粮食大
省主办行和主渠道作用。在化肥、肉等专项物
资储备和吞吐调节，累放贷款11 . 2亿元。

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山东省分行
力推农业农村基础建设再上新台阶，自学
融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促成省政府
和总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集中力量支持
水利和事例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贷款
发展迅速。全年审批贷款1057 . 8亿元、投
放490 . 6亿元，同比分别增加780 . 6亿元、
295 . 8亿元。

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
2016年2月18日上午9:15Apple Pay正式上线
发布，成为移动支付市场上一支劲旅！

广发银行是中国首批Apple Pay支持银
行，第一时间为客户呈现了移动支付全新体
验。通过iPhone、iPad以及Apple Watch都可
以使用Apply Pay。作为资深果粉，笔者一
早就捧着自己的iPhone抢闸体验Apply Pay
魅力。现在就为你剧透一下，Apply Pay到
底有多碉堡。

1秒支付极致快感

苹果产品一向以客户体验著称，Apply
Pay也不例外。无论是线下POS支付还是在手
机app上网购，整个支付过程只需一秒，完胜
支付宝和微信钱包。通过POS支付时，符合银
联规范的小额免签交易甚至无需签单。

笔者使用Apple Pay在麦当劳买了个早
餐，支付时完全无需解锁或进入任何应用，
在锁屏状态下碰触POS机然后按一下Touch
ID就可以直接支付。整个过程一秒搞定，
爽！

在iPad上的支付操作与iPhone类似。而
Apple Watch上的操作同样简单，只需轻按

两下侧边按钮即可完成支付。

无需网络，真正全天候支付

支付宝和微信钱包都需要在网络环境之
下才可以完成，支付顺畅度容易受到网络环
境影响。而Apple Pay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
限制，真正全天候支付，随时爱刷就刷，只
要商家有支持NFC的POS终端机就行。

支付交易安全性更高

对于金融交易，再好的体验都不能以安
全性为代价！Apple Pay创新型采取了关键
信息脱敏的做法，账户安全性更高。从在
Apply Pay添加卡片开始，就不会使用客户
的实际信用卡及借记卡卡号，而是分配一个
唯一的“设备账号号码”，该号码经过加密
后安全存储在iPhone、iPad和Apple Watch的
专用安全芯片Secure Element中。在支付交
易过程，商家不会获取到使用者的卡号，而
是用该项交易对应的特定动态安全码来处理
付款，最大限度保护了使用者的账户和个人
信息安全。同时，由于每次支付都必须使用
Touch ID或密码，可有效确保是你本人才能
完成Apply Pay支付。

即使发生丢失iPhone、iPad或者Apple
Watch的情况也无需惊慌。大家可使用“查
找我的iPhone”迅速将他们设置为“丢失模
式”，便可停止这些设备上的Apple Pay功
能，或者完全抹掉这些设备上的信息。

移动支付服务是广发银行近年来关注的
重点，今后将继续采用先进技术与行业领军
企业合作，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

Apple Pay使用小贴士：

1 . 什么苹果产品可使用A p p l e P a y ?
i P h o n e 6 及以上版本的苹果手机、A p p l e
Watch(需配合iPhone5及更新版本手机使用)以
及具备指纹功能的iPad系列产品。注意，软
件需要配合IOS 9 . 2及以上版本。

2 .在哪儿可以使用A p p l e P a y ？支持
quick pass(闪付)的银联POS

收单商户，可在包括家乐
福、麦当劳、太平洋咖啡、万宁超市等在内
的超市、餐厅、咖啡厅等众多消费商户轻松
使用。

3 . Apple Pay可关联什么种类的银行
卡？

信用卡借记卡可以同步关联。

Apple Pay驾到！1秒支付极致快感
——— 广发银行成为首批推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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