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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习惯在蚂蚁庄
园喂鸡的支付宝用户发现，支
付宝 APP 内出现“5 折拼团”功
能，其位于支付宝首页的底部
位置。据了解，支付宝的拼团
功能是与淘宝合作推出，商品
全都来自不同的淘宝店家，涵
盖了日用、食品、服饰等十多个
品类。但拼团价会比淘宝价格
更低，很多都是再打 5 折的降
价幅度。

习惯拼购的小赵说，他想买
一个只有3元钱的手机壳，但是
显示被抢光了。支付宝的拼团
有时间限制，在每日 9 点、14
点、19点“开拼”，其拼团功能除
了可以自主发起拼团、邀请好友
外，还能由系统匹配，加入到已
经开始的拼单中。

小赵说，今年淘宝曾经推出

过淘宝特价版，宣布要做“消费
分级”，主要走低价路线，他也下
载过淘宝特价版APP。不过，这
次显然更直接，直接搞了“5折
拼团”。阿里巴巴最近一份财报
显示，支付宝的国内用户已达
5.5亿，而第三方统计的淘宝月
活用户数超过4.3亿，而此次这
两大平台展开合作，阿里向低价
市场再探路，带来了很大的想象
空间。

此前，京东也上线了一款名
为“京东拼购”的小程序。据称

“京东拼购”是基于京东商家，利
用拼购营销工具，通过拼购价及
社交玩法，刺激用户多级分享裂
变，实现商家低成本引流及用户
转化的一个工具，主打“低价不
低质”概念。“京东拼购”小程序
内不仅开设了 9.9 元包邮的窗

口，更有一些商品拼购价低至1
元。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6
月起，“京东拼购”向个人卖家正
式开放，其低门槛也引起了市场
的关注。目前入驻“京东拼购”，
京东收取500元每月的平台使
用费，1%的超低扣点，一段时间
内还可以享受减免平台使用费
的优惠。

比支付宝、京东更早，网易
在去年就推出了“网易一起拼”
平台，网易的拼购平台包含数
码、服装、鞋包、居家等商品品
类。不过有市场人士称，其号
称“只做优质的拼团”，似乎没
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与优势，实
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有人注意
到，“网易一起拼”的微信公众
号在去年10月 25日已经停止
更新。

电商平台纷纷开启新发力点

拼团购物消费大战已然打响
拼购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电商的发力点，近日支付宝悄悄上线了拼团

功能，苏宁易购昨天也搞了个“拼购日”，加上之前的京东和网易等，电商平台
的拼购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在线上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的当下，拼购成了电商
平台快速吸引客流的新方式。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上海票据交易所发
布了今年上半年票据市场运行情
况，承兑业务增长较快，商业汇票
承兑发生额为8.44万亿元，同比
增加2.04万亿元，增加31.96%，6
月末承兑余额10.36万亿元，较
年初增加 5781.45 亿元，增长
5.91%。其中，电票承兑发生额为
7.71万亿元，占比91.43%，纸票
7228.97亿元，占比8.57%。

从行业分布看，纸票承兑业
务中出票人为制造业企业的占
38.54%，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的占
27.57%，建筑业企业占10.91%，三
项合计占承兑业务量的77.02%。
从企业规模看，出票人为中小微

企业的票据占比为69.65%，票据
承兑业务已成为中小微企业获得
金融支持的重要渠道。

票据交易活跃度有所下降，
今年上半年，票据交易发生额为
21.28万亿元，同比减少5.15万
亿元，下降19.48%。股份制商业
银行票据交易量下降最多，上半
年，股份制银行票据转贴现18.7
万亿元，同比减少9.81万亿元，
占 全 市 场 转 贴 现 减 少 额 的
89.29%。同期，股份制银行质押
式回购发生额为2.13万亿元，同
比减少8199.3亿元，占全市场质
押式回购减少额的118.63%。

票据利率总体有所上行，上
半年票据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
5.3%，同比提高 50 个基点。转

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4.85%，同
比提高70个基点。从走势看，
一季度利率不断走高，3月末成
为上半年利率高点，进入二季度
特别是6月中旬以后，票据利率
出现下行。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质
押 式 回 购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3.55%，同比下降26个基点。票
据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保
持较高趋同性，从1天期和7天
期品种的票据质押式回购利率
与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情况来
看，上半年二者走势基本保持同
步，利差稳定在 50 个基点左
右。但从波幅看，票据质押式回
购利率的波动性略大于银银间
回购定盘利率。

上海票据交易所发布上半年票据市场运行情况

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同比增加31%

证监会8日表示，把“六稳”
的要求贯彻到资本市场监管工
作的各个方面，在国务院金融委
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全面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推动资
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同时，证监会表示将重点推
进和抓紧抓实五项工作。

一是继续深化发行制度改
革，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完善发行审核和并购重组
监察机制，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和透明度，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不断完善并坚决实施退市制度。

二是加大相关基础性制度
改革力度。抓紧完善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制度，促进上市公司优化
资本结构、提升投资价值。鼓励
包括国有控股企业、金融企业在
内的上市公司依法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强化激励约束，更好服务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推
动落实好公募基金参与个人税收
递延型养老账户试点工作。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加快推动证券行业放宽外
资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实落地。
抓紧推进沪伦通各项准备工作，
争取年内推出。积极支持A股
纳入富时罗素国际指数，提升A
股在MSCI指数中的比重。修订
QFII、RQFII制度规则，统一准入
标准，放宽准入条件，扩大境外
资金投资范围。

四是全面提升投资银行服
务能力。对于相关金融机构提
出的整合投行类业务与机构、设
立功能突出的投行实体的申请，
结合证券行业对外开放积极予
以研究推动，努力探索建设富有
国际竞争力的投资银行。

五是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
管。继续加大稽查执法力度，提
升监管科技化水平，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探索完善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开展证券
支持诉讼示范判决等维权法律
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在日本，随着“体验式度假”
理念盛行，由当地居民将自家闲
置房间或住宅租给游客居住的
民宿，近年来获得市场青睐。但
是，日本的民宿市场并不成熟完
善，游客可能遭遇民宿“连环
坑”，影响旅日度假体验。

为了更好地规范民宿经营，
今年6月，日本实施了《住宅住
宿事业法》（简称“民宿新法”），
规定有意经营民宿者需向都道
府县等地方政府提交附带个人
和房产信息等资料的申请，获得
受理后方可合法对外提供住宿

服务；未提交申请的民宿属于非
法经营。

此法规定，申请获得受理的
民宿每年依法提供住宿服务的
时间不得超过180天；经营者既
要为住客提供卫生、安全等相关
设施，还要及时应对邻里投诉，
防止房客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日本多地的地方政府陆续
根据“民宿新法”出台相应地方条
例，对可经营的区域及时间限制
更为严格。以东京都新宿区为
例，民宿从每周一正午到周五正
午禁止提供服务。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通过改革开放
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谨防民宿“连环坑”
影响旅日度假体验

市场人士认为，其实“拼
购”概念早已有之，最早的市场
热火的团购就有拼购的影子。
拼购这种模式，大概起源于
2015 年 ，火 爆 于 2016 年 ，在
2017年向三、四线城市进一步
蔓延，形式也从最开始的PC端
的团购网站逐渐转变为移动端
的 APP。与早期团购网站中单
纯的拼团模式相比，拼购加入
了诸多社交元素，其定位也变
为社交电商。

显然，拼购模式的出现，表
明电商的玩法已经改变。市场
分析称，拼购模式的一个重要的
变化是，以商品分享推荐为主，

体现了一种“以货去找人”的商
业逻辑。以“货”为中心，它并不
是以店铺为核心，或以搜索为核
心，它所强调的是“货”，有了低
价和爆款商品，才能够在朋友圈
中去寻找到合适的人。

另有分析称，相较于以往的
“卖货”模式，这类基于社交关系
链的“拼购”模式，能够通过一定
的“游戏规则”将“买货”的消费
者，成功转化为下一次“卖货”
的节点，使得这个销售半径得以
不断向外辐射。

不过，目前的拼购花样虽然
融入了社交购物的模式，但拼购
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在于“价格

便宜”。尽管不同平台的拼购形
式各有差异，但廉价几乎是电商
平台拼团项目共同吸引眼球的
地方，在时不时出现的9.9元包
邮的拼购场景下，令不少消费者
为之心动。

一种商业模式、电商模式本
身也许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
之分，对于拼购这一模式，其实
各类消费群体都有需求，表明拼
购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可挖。
随着电商巨头们纷纷开始打“拼
购”这张牌，消费者也希望能够
通过“拼购”得到更多的实惠，只
是电商平台应该比拼的还是性
价比，而不是一味追求低价。

拼购加入了社交元素

拼团功能家家都要有

上海保交所8日正式上线
国际再保险平台，这是上海再保
险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
满足市场对再保险基础设施服
务的需求，提升上海市场的辐射
带动功能。

上海再保险中心建设是上
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上海再保险产业
链日益完备，再保险公司、直保公
司、自保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等市
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承保能力
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特殊风险
分散机制日益成熟，服务海外风
险保障需求的能力持续提升。

据介绍，上海保交所国际再
保险平台在多方面具有功能优
势。一是线下交易线上化，提高

交易效率。各交易方账务财务
的工作量压缩到原先的五分之
一，交易周期可由原来的2-3个
月缩短至2-3天。二是防篡改
数字化，保障交易安全。三是业
务流程规范化，防范交易风险。
平台可对再保险业务状态进行
跟踪、监控，及时掌握市场风险，
为监管机构加强市场行为监控
提供支持。四是账户一体化，提
升用户体验。五是跨境结算便
利化，降低交易成本。依托上海
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可为
境内外再保险参与机构提供高
效便捷的跨境资金结算服务，支
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六是参
与机构国际化，助推再保险市场
进一步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电

上海保交所
国际再保险平台正式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