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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分期
遭支付宝关停？

蚂蚁花呗于今年4月16日
正式上线，功能类似虚拟信用
卡，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花呗分
期服务设定3、6、9、12期四档分
期功能。来自支付宝方面的数
据称该产品一经上线，便受到

“网购一族”的热棒。正式上线
20天，蚂蚁花呗的用户规模已
突破1000万，并且每天新增用
户近百万，大有成为新一代全民

“网购神器”之势。
“花呗”备受热捧的同时，银

行方面的怨声开始响起。某银行
人士日前告诉记者，支付宝6月
关闭信用卡分期功能。该人士认
为，支付宝关闭信用卡分期功能
的举动有垄断竞争的嫌疑。支付

宝一推出新产品就排斥竞争对
手，有失公平竞争的精神。该人
士还介绍“花呗”分期付款并不比
信用卡分期付款更实惠。其以目
前活跃率较高的广发信用卡、招
行信用卡与“花呗”作对比，假设
消费者需要购置1000元的商品，
其中100元将在免息期内付清，
另外900元将采用分期偿还，无
论是以6期还是12期计算，花呗
的费率均高于信用卡。尤其是以
12期分期计算，在招行、广发、中
信等各大银行信用卡分期率均不
超过7%的情况下，“花呗”的分期
率高达8.8%。

支付宝：
整合是为了更简单体验

互联网金融时代，本应建立
行业、消费者、合作银行多方共

赢的格局，为何支付宝方面要打
破了原有的平等竞争格局呢？
就此问题记者询问支付宝，对方
介绍支付宝此前关闭了很多功
能，快捷分期（即信用卡分期）只
是其中之一。

那么，支付宝为何要关闭快
捷分期，以及关闭该功能影响面
会多大呢？

对此该工作人员没有正面
回复记者，只转发某自媒体的一
篇题为《远离大公司病 支付宝
砍掉了大批产品》的稿件，让记
者了解关闭这些功能的初衷。

这篇文章显示，支付宝母公
司蚂蚁金服在3月底进行的一
次产品梳理，并决定用两个月时
间，将天猫宝、快捷分期（信用卡
分期）、快捷保镖、话费卡（充值
码）、天猫分期等一批小功能将

逐渐从支付宝付款页面下线。
其中部分功能和其他业务进行
整合。对于整合原因，文章称这
些“过去作为支付的解决方案，
它们很好用。但今天，它们让用
户觉得纷繁复杂，感到困扰了。”
比如慢慢付（即余额宝分期），

“跟信用卡付款和‘花呗’都很相
似。多个功能类似的产品堆积
在付款页面上，让用户无所适
从。”于是蚂蚁金服决定“慢慢
付”这样的产品“将被整合到‘花
呗’下面的分期功能当中。”

蚂蚁金服表示不愿在“‘小
打小闹’的功能上投入人力开发
和维护。”而这样做的目标是：让
用户体验保持简单、流畅、统
一。对于花呗的分期还款费用
高于信用卡的问题，对方则没有
回答。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昨
日，积木盒子在沪宣布推出该平
台首款“纯信用贷款”产品“读
秒”。据了解，“读秒”是一款基
于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基础上
开发的信贷产品，可以线上申
请、自动化审批，整个审核流程
最快可以再10分钟内完成。目
前，这款产品单笔借款额度在
1000元到5000元之间，贷款期
限则分为1个月、2个月、3个月
和6个月，借款人按照等额本息
的方式按月还款。

积木盒子方面介绍，“读秒”
初期将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青岛、长沙、昆明、兰州八个
城市的贷款申请。用户资料在
线上提交完毕后，“读秒”将调用
后台规则引擎，对电商消费数
据、银行卡消费数据以及社交数
据等进行分析。之后，用户的贷
款申请会在积木盒子平台上线，
面向投资人进行融资。其实此
前该平台已与多个渠道的合作
上线了零售产品。截至目前，积
木盒子平台上零售渠道已累计
融资3.3万笔，总融资额达3.4亿
元。

为推新产品，支付宝关闭信用卡分期功能

花呗上线“驱逐”快捷分期被质疑
今年 4月，支付宝

新产品“花呗”上线，与
此同时，支付宝关闭线
上一些功能包括信用卡
的分期功能。此举一
出，引发了支付行业尤
其是信用卡行业的关
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银率网发布
5月理财产品市场分析报告显
示，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继续
滑落，不过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
数量却略有上升，使得发行均量
也有所下降。分析师认为，总量
和均量的齐跌，表明银行通过理
财渠道吸取资金的意向较前期
有所下降，这主要得益于4月中
下旬的降准为银行提供了更加
充裕的流动性。

5月理财产品
发行量滑落

银率网数据显示，2015年5
月累计有161家商业银行共发
行4873款理财产品，环比减少
7.18% 。 国 有 商 业 银 行 发 行
1947款产品；股份制银行发行
1206款产品；城市商业银行发
行965款产品；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发行663款产品；外资银行发
行92款产品。

不过，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
数量却略有上升，使得发行均量
也有所下降。总量和均量的齐
跌，表明银行通过理财渠道吸取

资金的意向较前期有所下降，这
主要得益于4月中下旬的降准
为银行提供了更加充裕的流动
性。

另外，3-12个月中长期理
财产品的发行数量在经过3、4
两个月份的连续增长后，在5月
也同样有所回落，但幅度不大。
综合近三个月数据来看，理财产
品有期限拉长的趋势。

可适当关注
美元理财产品

外币理财产品方面，5 月
份外币理财产品累计发售117
款，较上月减少8款，占理财产
品总量的2.55%。其中，主要外
币品种发行情况分别为：美元
理财产品发行49款，较上月减
少 13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1.98%；澳元理财产品发行 25
款，较上月增加7款，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2.88%；港元理财产品
发行8款，较上月减少6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 1.33%；欧元
理财产品发行14款，较上月减
少 1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0.68%。

除美元外，其他外币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继续下挫。
在外币理财产品中保持较高预
期收益率的澳元，在年后接连下
跌，本月更是跌破3%，进入2时
代。但是美元理财产品的预期
收益率却持续上升，因此分析师
建议投资者可适当关注。

57款产品
未达最高预期收益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5月
份共有4707款理财产品到期，
其中结构性产品有 262 款，非
结构性产品有 4444 款。在所
有的到期产品中，有3060款产
品披露到期收益数据，到期收
益披露率为65.01%。而在披露
到期收益数据的产品中，有57
款产品未达到最高预期收益
率，全部为人民币结构性理财
产品。

其实，5 月份有 27 家商业
银行共发行276款人民币结构
性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
6.53%，较上月还是上升了0.22
个百分点。其中，占比七成的为
保本浮动收益类型结构性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83%；而非
保本浮动收益类型产品仅占一

成，平均预期收益率较高，达到
7.37%。

降息利于
锤炼银行定价能力

在5月份期间，央行再次降
息、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体
现出决策层继续打通资金向实
体经济层面流通的道路。其中，
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发
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
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支持实
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扩大金融
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利于
进一步锻炼金融机构的自主定
价能力，促进其加快经营模式转
型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为最终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打下更为坚
实的基础。

对此，银率网分析师认为，
本次降息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但对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者而言是不利的，会降低其
收益。“对银行而言，不对称降息
进一步压缩了银行的存贷差和
利润空间，这一方面有利于敦促
银行业加快改革步伐，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锤炼银行业在利率市
场化下的定价能力。”

5月57款银行理财产品未达最高预期收益率

■资讯

积木盒子“读秒”
上线涉足在线金融

本报讯 陈颖婕 近日，在上
海银监局主办的消费者宣传教
育样板网点评选中，交通银行上
海市分行营业部凭借其在消费
者宣传教育中的突出表现，获评
沪上首批六家消费者宣传教育
样板网点之一。

此次获评的交行上海市分
行营业部，在消费者宣传教育工
作上一直表现突出，通过举办

“金融知识万里行”、“小小金融
家”、“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等各类活动，有效推动和丰富了
消费者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形
式，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
次获评样板网点，既是对该行开
展消费者保护工作中取得成效
的肯定，也为该行下阶段消费者
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近年来，交行上海市分行高
度重视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充分发挥
各网点区域优势、业务特色和服
务创新，对产品宣传资料、合同
协议等面向消费者提供的材料
提前进行全面审核，确保产品和
服务提供的相关信息得到充分
披露，为消费者做出理性的消费
决策提供依据，不断提升消费者
应知应会能力。

此外，为切实推进普惠金融
发展，该行还对个人养老金账户
同行异地取款手续费、个人账户
管理费、个人代发工资手续费等
服务收费项目落实了减免政策，
并在营业大厅醒目位置公示了
定价目录，使广大老年人真正享
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福利。

交行获评沪上首批
消费者样板网点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