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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家旅游企业
刷卡返现平台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
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万事达卡国
际组织合作推出亚洲首家“乐享
利”返现平台，为旅游企业持工
商银行发行的公司信用卡在美
国地区指定商户刷卡结算提供
1%至4%的刷卡返现。此举是工
商银行落实与国家旅游局《支持
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的
重要举措之一，将可以直接降低
旅游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提
升相关旅游服务的品质。

工商银行信用卡业务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与万事达合作推出
的“乐享利”返现平台将通过共享
境外商户资源，为在境外有采购旅
游资源需求或消费需求的旅行社
等客户持公司信用卡结算提供了
丰富的商户网络覆盖。

高校信贷市场重新点燃
其实，大学生信贷市场并非

新兴市场。早在2009年前，为
了抢占客户，开拓学生市场，部
分银行并不限制向大学生发放
信用卡，甚至还专门走进高校向
大学生推销和发放低额度的信
用卡。走在上海各大校园内，银
行信用卡营销“设摊”的现象早
已不足为奇。回想当年，各家银
行可谓在大学生市场进行了“轰
炸式”的“跑马圈地”。

但如此操作模式，终究还是
逃不过高企的坏账率。2009
年，银监会发文禁止银行向未满
18周岁的学生发信用卡，附属
卡除外。而给已满18周岁但无
固定工作、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学
生发放信用卡时，也需要经由父
母等第二还款来源方的书面同
意。至此之后，各大银行纷纷叫
停了大学生信用卡业务。

从那时起，大学生贷款可谓
难上加难。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大部分在校生都是伸手向
父母要钱，也有部分学生选择兼
职挣钱。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
少学生也会向同学、朋友借钱，
但能够借到的金额十分有限，

“能借到 500 块就算是大数目
了。”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大三
学生陈瑶这样告诉记者，“我也
曾经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手续十
分繁琐、而且申请条件也很苛
刻，最后我也只能望而却步了。”

遇到突发状况，如何快速筹
措到一笔资金，成为高校学子的
普遍难题。而这一“僵局”随着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兴起被逐渐
打破。一度沉寂的大学生信贷
市场又有了重燃之势。从几家
大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来看，京
东金融推出了“校园白条”、蚂蚁
金服则投资了趣分期，趣分期将
与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芝麻信
用等多类业务展开全面深度战
略合作，共同打造校园消费金融
生态圈。

在校生信贷额度最高6000元
而银行方面也在为抢滩大

学生信贷市场，提供互联网金融
服务上铆足了劲。近日，工商银
行就正式推出一款针对在校大
学生财富管理平台的互联网
APP“工银e校园”。青年报记者
了解到，这是国内银行业首个面
向在校大学生的综合化互联网
金融服务平台。

“‘工银e校园’是在近千名
大学生种子用户的共同参与下
研发完善的，这一平台充分运用
工商银行的互联网金融优势，围
绕学生在校期间汇款、理财、融
资等金融类服务，以及通讯、健
康、阅读等非金融需求。目前，
该款APP已在苹果市场和各大
安卓应用市场上线。”工行相关
负责人这样表示。

据介绍，只要是在校大学
生，无论其是否持有工商银行
卡，均可在线完成注册。该平台
还为大学生异地汇款的手续费
给予大幅减免；符合条件的学生
还可以享受到工行提供的最高
6000 元的信用贷款，审批发放
均可在网上完成。

此外，互联网金融平台对大
学生放贷的最高限额也有所提
高，目前京东金融推出的校园白
条最高信用贷款额度为 8000
元，蚂蚁金服投资的趣分期的最
高额度为10000元。

跟踪在校四年信用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银行

还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在给大学
生提供贷款之余，其也将触角伸
向了学生的日常生活，如购物、

饭卡充值、汇款等。
许多学生都会有这样的经

历，到了食堂才发现一卡通里的
钱不够了，又要跑到学校唯一的
充值点充值。“而且通常在饭点，
充值的地方总会排起‘长龙’。
如果运气不好，同时发现身上没
带现金，也没带银行卡，结果当
天还下雨，打着伞排队充值就更
麻烦了。”来自上海华东政法大
学的大三学生余音成就有这样
的体会。

目前，包括“工银e校园”在
内的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已
经开通的校园一卡通充值服务，
足不出户，就可轻松完成充值。

此外，针对信贷坏账问题，
有业内人士指出，跟此前大学生
信用卡被叫停一样，大学生低门
槛贷款风险很大。学生没有稳
定收入来源，在没有父母书面证
明的情况下贷款，也容易造成平
台资金链断裂。

对此，工商银行负责人告诉
青年报记者，工行此次推出的这
款互联网金融产品，将会跟踪大
学生在校期间的信用记录，该记
录也会纳入其今后的个人征信
体系中，为其金融理财提供了一
定的风险意识。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前两年，互联网保
险销售破亿的速度一次次被刷
新，然而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互
联网保险理财产品在最近却又
再一次迎来寒风。

整改新规即将实施
近期市场有消息称，自10

月1日起，《互联网保险业务监
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将正式实施。

其中，互联网保险多以财产
险中的车险和寿险中投资型的
万能险为主。而《办法》主要规
定了保险机构经营互联网保险
业务的集中管理要求、自营网络
平台和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经营
条件，以及可扩展经营区域的险
种范围等。《办法》发布3个月，
各家险企对互联网保险业务或
多或少都进行了调整。而随着
眼下新规实施愈发临近，记者近
期发现，万能险销售开始逐渐降
温。

记者昨日搜索网销平台看
到，明确标注万能险的产品相较
前几个月骤减，目前仅显示了一
款信泰人寿的万能型保险理财
产品。该产品标榜“懒人理财”，
认购起点仅为每份1元，每个人
可认购20万份，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6%，期限为1年。

电商平台受影响较大
对于上述现象，有保险市场

人士透露，此次新规出台受影响
最大的或是大型电商平台。因
为整改要求包括：互联网上销售
的万能险产品在介绍中要指出

“5年期以上”这一特征；在收益
演示方面，必须有高、中、低三档
假设下的情况等等。其实整改
并不是第一次了，去年8月底，
曾在淘宝天猫上创下销售奇迹
的多家网销保险大户的网店一
夜间关张，所有产品均下架。业
内消息称，是因为部分险企产品
有关“预期收益率”的夸张宣传
手法以及促销活动引来保监会
的一纸“整改令”。当年11月

底，历时三个月后，保监会才发
出“解禁令”。

而其中，曾经被誉为网销保
险“风向标”的国华人寿自然也
成为了人们较为关注的平台。
不过对于眼下的各种消息，国华
人寿方面向记者表示，网销万能
险销售一切正常。该险企回复
表示：“近期网销万能险整改发
力，多家保险公司网销万能险从
互联网平台相继下架，唯独国华
人寿的网销万能险一切正常。此
次网销万能险整改并没有涉及到
国华人寿，国华人寿网销万能险
产品在各个网销渠道及官网均在
正常销售中。国华人寿一贯重视
网销产品的稳健性和长期性，建
议客户长期持有，并持续加大长
期期缴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实现了长期期缴型网销保险产品
销量的快速增长。”

转型保障功能迫在眉睫
事实上，网销理财险的门槛

低，宣传面又广，自然成为险企
发展自身业绩的心头好，但同时

也存在着风险提示不足、过多强
调收益、事后维权难等问题。因
此，保监会针对这一现象一再加
强监管。那么对于险企来说，唯
有转型突出保障功能才是赖以
生存的根本之道。

以上述国华人寿为例，该公
司从2013年开始就加大了对长
期期缴型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从
2014年1季度开始，长期期缴
型产品已经占据国华天猫旗舰
店和官网所有产品数量的80%，
并在今年4月达到了长期期缴
产品月百万标保平台。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在认
购网销保险产品时也需要谨慎
对待。大童保险精算师指出，通
过互联网宣传和销售分红险、投
连险和万能险产品，须在产品销
售页面显著位置以不小于产品
名称字号的黑体字标注收益不
确定性，不得片面或夸大宣传过
往业绩，而投资者如果确定购买
此类产品，一定要看清条款，并
向险企索要纸质保单，以免出现
收益与宣传不符时无法解决。

■资讯

互联网金融再战高校信贷市场
工行推银行业首个大学生财富管理平台

曾因高企的坏账率，大学生消费信贷市场一
度陷入沉寂。伴随着互联网金融不断升温，包括
银行在内的金融平台又开始向高校学生递来“橄
榄枝”。近阶段，京东金融的“校园白条”、蚂蚁金
服投资的“趣分期”等以大学生为目标群体的消费
信贷平台异军崛起，捷信等老牌消费金融公司也
宣布推出大学生定制消费产品。银行方面也不敢
示弱，工商银行就于近日发布了银行业首个面向
在校大学生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整改新规将至 网销万能险销售遇冷

兴业银行
与国际马拉松联姻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日
前，兴业银行与上海国际马拉松
赛的主办方上海东浩兰生赛事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长达五年的
战略合作协议，成为2015-2019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荣耀赞助
商”、上海半程马拉松“官方合作
伙伴”和上海马拉松赛事唯一指
定合作银行。

同时，兴业银行还宣布正式
推出全新的信用卡品牌——“活
力人生”。据介绍，该信用卡具
备两大特色，第一，配套了国内
首款可穿戴移动支付产品带有
支付功能的运动手环，用户只要
佩戴这款移动支付手环，就可以
在全国带有“闪付（QuickPass）”
标识的530万台机具上轻松消
费支付，可用范围相当广，包括
商场、地铁、便利店等。第二，首
创“积分+”计划，打破了信用卡
消费积分的传统模式，让用户的
运动卡路里能兑换信用卡积
分。用户只需打开咕咚APP，记
录在运动时消耗的卡路里，就可
以按照“1大卡=1信用卡积分”
的标准将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兑
换成信用卡积分。

复星保德信
保险实验室挂牌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昨
日，“复旦大学与复星保德信校
园保险实验室”正式挂牌。记者
了解到，此次复星保德信与复旦
经济学院设立的校园保险实验
室，以“产学研”一体的创新模
式，模拟保险公司创业团队构
架，让老师、学生参与到保险公
司产品调研、设计、定价、包装和
销售所有环节，让大学生有一个
施展才华、发挥创新思维的创业
平台，也为保险公司提供创新思
维、储备战略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