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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央行发布了
第四批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
业务许可证 》续展决定，涉及93
家第三方支付企业。第四批支
付企业均在2012年6月27日拿
到牌照，本次续展后牌照将延续
到2022年6月26日。值得注意
的是，乐富等9家机构未能续展，
另有两家的业务范围被缩减。

9家未能续展的机构分别
为普天银通支付有限公司、西
安银信商通电子支付有限公
司、北京交广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中诚信和支付有限公
司、山西兰花商务支付有限公
司、哈尔滨金联信支付科技有
限公司、安徽瑞祥资讯服务有
限公司、长沙商联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乐富支付有限公司。
这其中有8家的业务范围仅为

“预付卡发行与受理”。
被“摘牌”的部分机构此前

有被监管层处罚的记录，比如
北京交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因违反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
理、备付金管理相关规定，中国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今年3月
依法对其罚款人民币6万元；长
沙商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无
正当理由终止支付业务、挪用、
占用客户备付金、妨碍人民银
行检查监督、未按规定办理变
更事项被给予警告以及处以3
万元罚款；西安银信商通电子
支付有限公司则是因为挪用、
占用备付金3393.73万元，备付
金资金缺口2325.04万元，今年
1月被央行点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新科技在保险领
域正在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对于新科技，监管层持肯定态
度，保监会黄洪副主席在2017
陆家嘴论坛上的致辞表示，保
险业要改革管理机制，增强竞
争能力，就要运用科技手段创
新商业模式。要深入运用移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升级商业模式，满足保险
需求。而记者日前获悉，多家
保险公司与互联网巨头达成合
作，努力将新科技落地商用。

物联网平台开拓险种新模式
近日，京东金融与阳光产

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称双方
将基于各自在保险、科技及大
数据层面的专业优势，共同在
保险创新应用上开展深入合
作。作为此次战略合作的一部
分，京东金融与阳光产险联合
成立的“智能保险实验室”已
经正式开展合作研究。据悉，
在这个“智能保险实验室”中，
双方通过先进的模型算法、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颠覆创
新传统车险定价方式，探索车
险大数据定价的新模式，从而
进一步提升现行车险定价模
型预测的精准度和风险区分
度，以更合理的价格吸引优质
客户。

上海保险业的科技创新更
是日新月异。依托大数据和
GIS技术，上海保险业首创上海
水灾风险地图、城市道路风险
地图，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首
推车险快处易赔手机客户端业
务，对接上海市消防物联网平
台推出火灾公众责任险新模
式，创新上海特大城市综合治
理模式。

图像定损技术已实现商用
昨日，蚂蚁金服在北京宣

布向保险行业全面开放技术产
品“定损宝”，用AI（人工智能）模
拟车险定损环节中的人工作业
流程，帮助保险公司实现简单高
效的自动定损。首批开放的包
括大地保险、太平财险两家公
司，这也是图像定损技术首次在
车险领域实现商业应用。

据悉，其应用深度学习图
像识别技术研发的“定损宝”，
解决了对不规则车辆损伤进行
识别的行业难题，用AI充当定
损员的眼睛和大脑，通过算法
识别事故照片，与保险公司连
接后，几秒内就能给出准确的
定损结果，包括受损部件、维修
方案及维修价格。目前业内约
有 10 万人从事查勘定损的工
作。“保险公司应用‘定损宝’
后，预计可减少查勘定损人员
50%的工作量”。蚂蚁金服相关
人士如此表示。

那么，这项新技术的应用

会让勘察员失业么？对此，蚂
蚁方面表示，目前并无这样的
可能，因为AI的应用仍处于初
级级别，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
人工。另外，该技术的普及可
能意味着旧的工作消失，但也
意味着新的工作来临，原来从
事简单查勘定损的人员可以解
放出来，从事车辆内部损伤查
勘定损、客户服务等更具价值
的工作。

保险从业者对此技术持肯
定态度。“正在进行的商车费改
对险企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尤其中小企业迫切希望通
过科技提升服务能力。”全国中
小财产保险公司联席会主任童
清认为，该技术将有效解决中
小险企在偏远地区和高峰时段
查勘能力不足的问题。

太平财险总经理于泽则表
示，保险原有人海战术、规模效
应、价格竞争等传统运营正受到
新科技的驱动变革。“谁能抓住机
遇，跟上技术升级的演化速度，谁
才能活得更长、过得更好。”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由于货币市场紧
张等缘故，今年以来货币基金
的收益率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近期货币基金7天年化收
益率均值已超过4%，更有一些已
经接近了7%。对此，业内人士指
出，近期货币基金收益走高，不
具有普遍持续性。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仍将持续
在资金面紧缩和金融去杠

杆背景下，今年以来股债基金
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货
币基金一枝独秀，收益率一路
走高。数据显示，截至昨日，货
币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均值已
经超过4%。其中，7天年化收益
率在 4%以上的有 499 只，占比
71.08%；7天年化收益率在5%以
上的有30只，占比4.27%；；7天
年化收益率超过6的有4只，其
中收益率最高的7天年化收益
率已经达到6.90%。

“6月是年中资金的敏感月
份，叠加银行MPA考核，流动性
现季节性紧张。货币基金的收
益与资金面呈显著负相关，资
金面紧张的季节，往往也是货
币基金的旺季。”一位货币基金
经理表示。

该人士认为，从短期来看，
货币基金的高收益还将持续一
段时间。“流动性紧张背后的原
因在于去年三季度以来央行货
币政策基调偏向稳健中性，同时
银行超储率处于较低水平，市场
整体流动性相对之前在逐渐收
紧，导致银行负债压力较大，表
现在R007、协议存款、同业存单
等货币市场工具利率的中枢水
平从去年3季度至今整体持续上
行。从目前看，央行稳健中性的
货币政策或仍将持续，短期内市
场利率料维持高位运行。”

防范期末大规模赎回风险
“目前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有一定的吸引力，总体上规模

在扩张，但是因为季末的因素，
可能还是逃不掉净赎回。”一名
管理着百亿级规模货币基金的
基金经理认为，如果不是基金
公司冲规模，年中货基的总规
模可能不及5月底。

对此，业内人士提醒，流动
性紧张在带来货币基金收益率
上涨的同时，也需要防范期末
大规模赎回风险。

而教训也就在眼前。2016
年底债券市场大幅调整，货币
市场利率快速上行，机构投资
者短期集中大额赎回，个别货
币市场基金面临投资者赎回与
市场流动性缺失的双重挤压。

“银行经常是第二天要用钱，头
一天下班前才给基金公司打招
呼要赎回货基，突如其来的大
额赎回需求让我们措手不及，
尤其是赶上市场紧张的时候，
更是苦不堪言。”有基金经理进
一步透露，去年12月底市场紧
张时，货币基金遭到短期大额
赎回，导致管理难度加大。

与多家互联网巨头达成合作

保险企业积极落地新科技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针对市场传闻阿里
巴巴与腾讯将联合其他投资者
共同向中国联通注资约100亿
美元、参与这家央企混改的消
息，中国联通对此否认。

中国联通称，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拟以公司为平台，筹划并推进开
展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重大
事项，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等方
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截至目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实施方
案，包括发行对象、发行规模、发
行价格、募集资金用途等正在筹
划论证阶段，尚未确定。公司既
不知悉该等媒体报道的信息来
源，也并未与任何潜在投资者签
署过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协议、认

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自今年4月5日停牌以来，作

为本轮央企混改的首批试点企
业，中国联通的动向引发关注。5
月9日，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
股东大会上表示，中国联通混改
需要与十个部委进行沟通，牵涉
部门多，难度大，但希望越快越好。

中国联通近期公布了5月份
经营数据，移动业务方面，5月份
移动出账用户净增数 105.3 万
户，累计到达数2.68亿户，4G用
户当月净增数562.1万户，累计
到达数1.33亿户。方正证券认
为其移动业务稳健增长，宽带业
务竞争压力较大。从目前公司
4G用户发展情况看，单月净增
500万左右，每月4G渗透率提升2
个点左右，判断公司年底预计达
到60%以上。

否认“双马”注资入局

中国联通混改有望提速

少量货币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近7%
专业人士：不具有普遍持续性

第四批非银行支付机构续展决定出炉

9家支付机构被“摘牌”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中国人民银
行在官网宣布，《中国金融业信
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已经
印发，明确提出了金融业信息技
术工作的五大发展目标，其中包
括金融信息基础设施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规划》强调，“十三五”时期
金融业要全面支持深化改革，积
极对标国际先进，推动创新普惠
发展，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并
围绕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
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
融业综合统计，推进信息技术发
展各项工作；

《规划》确立了“十三五”期

间金融业信息技术工作的发展
目标，主要包括：金融信息基础
设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信息技
术持续驱动金融创新、金融业标
准化战略全面深化实施、金融网
络安全保障体系更加完善、金融
信息技术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规划》围绕上述发展目标，
从“夯实基础、强化安全、支持创
新、深化标准、提升治理”等方面
提出五项重点任务。一是完善
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夯实金融服
务基石；二是健全网络安全防护
体系，增强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
能力；三是推动新技术应用，促
进金融创新发展；四是深化金融
标准化战略，支持金融业健康发
展；五是优化金融信息技术治理
体系，提升信息技术服务水平。

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发展规划发布

“十三五”完成五大发展目标

保险原有传统运营正受到新科技的驱动变革。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