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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的移动支付日记：连连赞叹“秒进地铁快、支付福利多”
北京的三伏天烈日当头，晒得他面颊

发烫，汗滴顺着眉间嘀嗒地落，进入地铁站
后温度终于友好起来。“从没想过中国会这
么热”，同样令他震惊的还有中国移动支付
的便利：过安检、掏手机、“叮”！乘地铁的
流程他一气呵成。这个有着金色卷发和碧
蓝眼睛的外国人，跟着黑皮肤黄头发的人
流一起涌进了高速驰行的地铁。

8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移动支付节”，
对于已经从悉尼来北京2年的Mike来说，
高速发展的移动支付不仅影响着中国人，
对这个外国人来说，仿佛进入了“未来世
界”：无论是商场购物，还是超市扫货，乃至
乘车出行，移动支付早已深度嵌入了他每
天的留学生活。

如今，Mike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
通”，他的衣食住行在移动支付的陪伴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天是Mike与
自己的中国女友相识一周年纪念日，他要
为她准备一份惊喜。早上计划好行程之
后，Mike直奔地铁。据他介绍，即使在悉尼
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人们也只能按部就
班地买票、刷卡、过闸机、进站台，而在北京
等中国诸多省市，人们不仅能够通过扫二
维码进站，还能使用京东闪付，通过手机贴
近NFC识别区“秒进站”。

作为一个浪漫的澳洲人，Mike要在纪
念日准备周年蛋糕。女朋友平时总是吵着
减肥，但Mike知道，哪个女孩子能不爱甜食
呢。在好利来，Mike挑选了一款玫瑰芝士

蛋糕，用京东支付付款后，享受了满30元
减10元的福利。他还来到超市，买了一大
堆食材，计划晚上做一大桌子烛光晚餐。
排队的时候，Mike发现大家都纷纷拿起手
机支付，他连连赞叹中国消费支付的便利。

“这两年，我渐渐养成了不带钱包的习
惯，中国的老人和小孩都会用移动支付，中
国从地摊到商场也都能用移动支付。”Mike
说，移动支付是他给中国重要的印象标签
之一，也成了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在Mike
的中国生活里，移动支付在生活中占据了
很大的比重，无论是喝咖啡、点外卖，还是
坐地铁、旅游住酒，都能够在手机上完成支
付操作。他说，中国不仅拥有让人着迷的
传统文化，还拥有着非常领先的支付科技，
他能感受到科技给自己生活的真切改变。

Mike的经历，只是中国移动支付的一

个缩影。据益普索数据显示，第三方支付在
网民中的渗透率超过90%，而在人们的日常
开销中，由第三方支付完成的比例已达
48%。在出行场景方面，移动支付的渗透范
围也越来越广，目前京东支付已覆盖交通出
行、违章代缴、汽车加油、高速通行等场景，
而京东闪付已经实现在全国多个省市的公
交、地铁、商场、便利店等生活场景的触达。

随着移动支付场景的不断拓展，像Mike
一样把移动支付灵活运用，将成为人们未来生
活的新常态。据了解，作为当下主流移动支付
方式之一，京东支付不仅支持网上消费购物，
还通过与银联的合作覆盖了境内线下商户
2600万家。此外，京东支付基于银联“云闪
付”合作的京东闪付，除了支持近1200万云闪
付POS机使用外，还覆盖了15个省市公交地
铁，在国内NFC市场的占比已经达到前三。

3000点以下新基金赚钱效果显著 中信保诚新蓝筹布局新经济领头羊
伴随着A股市场的宽幅调整，是3000

点下方新成立的基金，等到市场回升时，
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回报。据悉，正在发行
的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型基金重点
布局新经济下的龙头股，立足A股，辐射港
股，是目前“抄底”A股市场的有力工具。

正在发行的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
置型基金作为灵活配置型基金，对市场
的抗跌性和适应性更强，投资于新蓝筹
主题证券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
的80%，其定义的“新蓝筹”即“新经济”+

“龙头”。

天弘基金：A股估值处历史低位，股票迎“打折季”
2018年初以来，A股市场涨涨跌跌，

反复无常。导致投资情绪持续低迷。不
过就像很多人讲的，风险是涨出来的，机
会是跌出来的。天弘基金股票投资总监
肖志刚就在日前即表示，目前市场估值已
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对后市的态度相对

乐观，且越往后越乐观。
肖志刚管理的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

合型基金（420003）不仅在今年上半年以
4.79%的净值增长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第
2，而且自2014年初接掌以来连续五年取
得正收益。

长信基金财富号上线啦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你不

理财，财不理你”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作为老牌基金公司之一，长信基金牵手蚂
蚁财富，打造“长信基金财富号”，借助蚂
蚁金服先进的技术平台，一站式帮助投资
者解决投资的“疑难杂症”。长信基金与

蚂蚁财富强强联手，优化理财体验，致力
于打造更加专业、个性化、能帮助客户真
正赚到钱的理财平台。投资者可以通过
支付宝或蚂蚁财富APP，搜索“长信基金财
富号”，点击进入即可学习更多有趣、有料
的理财知识。

广告 投资有风险

关注低估值防御性较强的银行板块投资机会
7月以来，银行股一改上半年颓势，

开启反弹模式。Wind 数据显示，银行板
块7月涨幅4.17%，银行板防御属性再度
凸显，板块估值明显修复。对此，长信基
金指出，在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银行
板块逆市上扬原因有三：第一，月初上市

银行开始陆续分红，获得增量资金；第
二，银行理财细则落地好于市场预期，在
非标、整改方面有所放松，缓解过渡期压
力，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维持社融稳
定；第三，公告的上市银行中期业绩均有
超预期表现。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约定出租位于四川北路
上的一处优秀历史建筑，然而租期内
却遭承租人背地里违法改建。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下文简称

“虹口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违规装修
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判决
双方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赔偿
出租人12个月，每月85万元的房屋
使用费，共计1020万元。

“活化石”建筑遭非法改建“受伤”
2015年6月，舒舍公司向英川公司

承租了某公寓建筑的三至六层，双方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载明舒舍公司知
悉租赁房屋为历史保护建筑及现状，并
约定第一年的年租金标准为1150万
元，租期为11年。合同还约定，舒舍公
司对租赁物业进行任何装修改造，均应
当按照上海市有关规定履行设计送审、
验收等手续，需以英川公司名义办理
的，英川公司给予积极配合。

房屋交付后，舒舍公司在修缮方
案未经申报审批的情况下，对租赁房
屋进行装修，将原建筑中庭的观光电

梯和三至六层的自动扶梯、空调拆
除，在中庭进行钢结构搭建以扩大使
用面积，并将三至五层以上原大空间
商业区域部分割为小单间公寓。

2015年8月，上海市虹口区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现后向舒舍公
司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舒舍公
司对公寓建筑的改建行为“不符合建
筑的具体保护要求或者相关技术规
范”，要求舒舍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提供书面整改报告。之后，上海
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等相关单
位召开专题会议，明确违法施工行为
已对历史保护建筑造成破坏，并要求
产权人英川公司，委托专业检测单位
对建筑进行检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再制定整改方案。

然而，自施工行为被责令停工后，
英川公司一直未对房屋损坏修复进行
检测评估。2015年10月，英川公司突
然发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将租赁
房屋清场，同时控制入口，禁止舒舍公
司的工作人员进入。对此，舒舍公司
不同意解除合同。协商未果，英川公
司将舒舍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解除房
屋租赁合同，并要求承租人赔偿自

2015年8月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房
屋使用费，以每月95万元计算。

保护优秀历史建筑是责任也是义务
审理中，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英

川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合同。舒舍公司
辩称，虽然自己客观上存在装修行为，
但英川公司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
没有提交相关审批手续所需材料，在被
要求责令整改过程中没有履行产权人
的申报、配合义务，故违章搭建等情况
是英川公司的原因，其不具有合同解除
权，而舒舍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

应舒舍公司的申请，法庭委托专
业机构对该公寓建筑内的装修是否
造成对历史保护建筑的破坏进行司
法鉴定。据鉴定报告，舒舍公司在该
公寓建筑装修中进行的钢结构搭建
等行为，对房屋的建筑结构造成安全
隐患，对房屋重点保护部位造成不同
程度的破坏，显然已经使该公寓建筑
受到严重损坏。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
承租人未按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
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
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

偿损失。租赁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对该
房屋进行装修应履行必要的审批手
续。舒舍公司辩称英川公司未将该情
况对其进行告知，显然与合同内容不
符，法院不予采信。而据鉴定报告，舒
舍公司的装修行为，使公寓建筑受到
严重损坏，其违法装修改建导致房屋
损坏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英川
公司据此向舒舍公司致函，提出解除
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以确认。

房屋租赁合同因舒舍公司的违
约行为而被解除，英川公司有权要求
其赔偿相关损失。然而，英川公司明
知系争房屋为历史保护建筑，在合同
履行之初并未积极督促舒舍公司履
行设计送审手续。在有关政府部门
明确要求该公寓建筑停止使用，进行
必要的鉴定并编制修缮方案后，英川
公司迟迟未采取合理行动，直至案件
起诉后方启动鉴定程序，对放任损失
扩大存在过错。因此，法院对英川公
司关于房屋占用费的诉请并未完全
支持，酌情确定舒舍公司当前应赔偿
英川公司12个月的房屋使用费，每
月85万元，其已缴纳的押金和租金
可在其中抵扣。（上述公司均系化名）

历史保护建筑内大兴土木 承租人被判赔偿1020万元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和2018年上海市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安排，本市三个环境保护
督察组于7月5日进驻黄浦、闵行、松
江三区，全面督察贯彻落实国家和本
市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环境保护责任
落实、环境保护目标完成、突出环境问
题及处理等方面的情况。截至7月25
日，督察进驻期间工作任务全部完成。

督察组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部署安排，在三区的大力配合下，
结合工作实际，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方
法，促进环保督察提质增效。第一阶
段，通过个别谈话、调阅资料、调研座
谈、受理举报等方式开展区级层面督

察，掌握了被督察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现状，梳理出了若干问题线索。
第二阶段，通过暗查夜查、调查问询、
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开展下沉
督察，坚持街镇全覆盖、环境要素全
覆盖的工作要求，全面摸清被督察区
环境状况，以问题为导向，对重要问
题线索，开展针对性的补充调查、梳
理完善，确保高效督察，精准发力。

据悉，截至7月25日，督察进驻期
间工作任务全部完成。督察进驻期
间，督察组共计与121名领导干部进
行个别谈话，其中区级领导25人，部门
和街镇主要领导96人。累计走访问询
有关部门和单位22个，召开座谈会32
场，调阅资料1429份，现场检查点位
1005个，交办问题线索307个。督察

组高度重视群众信访举报问题的查
处，要求三区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累计向三区交办有
效举报496件，已办结406件。督察期
间，三区合计责令整改475家，立案处
罚340家，共计罚款5146万余元；行刑
衔接1件，查封4家，约谈83人。

黄浦、闵行、松江三区高度重视
环保督察工作，分别成立督察领导小
组，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环境检
查，牵头落实督察整改，主动查漏补
缺，推动环保顽疾解决。黄浦区各部
门全力配合督察工作，督察问题即知
即改，充分发挥部门合力，5天内彻底
移除2000余吨垃圾山，解决垃圾临
时堆场扰民问题；闵行区各部门和街
镇持续开展领域、行业和辖区自查自

纠，督察期间开展了污染企业、黑臭
河道、垃圾堆放、文明施工、扬尘等多
项集中整治；松江区各职能部门开展
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危废管理、雨
污混接等多次专项检查，各街镇也积
极落实属地环保责任，开展环保巡查
6400余户次。

进驻督察结束后，督察组还将对
督察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和发现的问
题进行汇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形成督察报
告反馈被督察区。对已经交办、待查
处落实的群众投诉举报问题，督察组
将督促三区持续推进边督边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投诉举报的环境问题
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问责到位。

2018年本市第一批环保督察进驻结束

黄浦5天内移除2000余吨垃圾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