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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金融将于近期推出面向支付宝用
户的信用支付服务，成为继阿里小贷、余
额宝之后，阿里金融试水网络金融创新的
又一重要落子，其构建网络金融生态体系
的脉络也渐渐清晰。

此次阿里金融信用支付业务将首先向
支付宝用户开放，买家在淘宝和天猫使用
支付宝付款时不用再捆绑信用卡或储蓄
卡，也无须在支付宝中存放资金，而是可
以直接透支消费。从该业务“先透支再还
款”的实际功能看，其与传统金融机构提
供的消费贷款差别不大，消费金融的“触
网”已然来临。

不过，阿里金融的信用支付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信用卡，因为支付宝本身并不
具备透支功能，其信用贷款由合作银行提
供 （阿里巴巴旗下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信
用支付本质上相当于银行先贷款给支付宝

（贷款风险由支付宝和担保公司自行评估和
承担），然后支付宝根据用户消费纪录发放
信用贷款，由支付宝和银行共享手续费。

然而，信用支付业务对阿里电商平台

意义重大。第三方支付更大的发展领域在
移动支付，要实现线上到线下的转化，移
动端业务是一个发力点，移动支付则是业
务发展的先决条件。2012年底，手机淘宝
的累计访问用户突破 3 亿，但支付宝通过
传 统 手 机 银 行 完 成 的 支 付 成 功 率 只 有
38%。信用支付业务的推出，将加速优化
支付宝产品形态，使其更贴近用户的线下
消费模式。

长远来看，信用支付业务是阿里系布
局金融行业、完善金融生态系统的一枚重
要棋子。信用支付推出后，阿里金融信贷
产品将实现对买家和卖家客户群的全覆
盖，传统银行业务“存”“贷”“汇”的互
联网化全部实现，阿里系的金融生态体系
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这样一来，信用支付业务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替代消费者对信用卡的需求，对
信用卡业务形成冲击。但从可能的业务规
模分析，商诚担保注册资本金为 3 亿元，
按照国内担保公司最大担保额度不能超过
资本金 10倍计算，商诚担保能提供的担保

额度约为 30 亿元。以 30 天的信用支付期
限计算，理想状态下其一年所能提供的担
保额度在 360亿元左右。相较 2012年淘宝
的万亿成交额和银行信用卡 10万亿的交易
金额，360亿元的额度还较小。

而且与信用支付业务相比，银行信用
卡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提供大额透支资
金，如支持客户分期购买汽车或者装修；
银联卡的网络覆盖面非常广泛，信用卡的
消费场景更多；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也有
更丰富的经验等。因此短期内信用支付对
信用卡业务的影响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金融通过信用支
付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发卡”效率
和风险管控能力，解决了小额消费信贷的难
题，这一创新可能改变业务模式乃至重建
业务体系，银行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同时，阿里金融的信用支付业务可能会产生
示范效应，京东、苏宁、亚马逊等同样拥有
网络销售、支付、数据分析等业务和平台，
具备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基础，银行信用
卡业务将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从吃月饼看你的炒股性格
和讯论坛 李明昊

1.你最喜爱的月饼口味是？
A：莲蓉 B：五仁
C：蛋黄 D：精肉

2.中秋节你会跟谁一起过？
A：男/女朋友 B：家人
C：朋友 D：同事

3.你吃月饼的时候喜欢喝什么饮料？
A：红酒 B：清茶
C：水果 D：果醋饮料

4.中秋节你会选择什么活动？
A：跟家人赏月 B：看电视晚会
C：去 KTV 唱歌 D：打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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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A 比较多的股民朋友一定是
喜欢浪漫的人，他们常常天马行空，并
且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表现在炒股方
面就会变成在用自己的幻想来炒股而非
用理智进行股票投资。此类股民在高度
的精神压力下往往会忽视炒股的高风险
性，结果是很容易把自己逼到悬崖边。

▶选择 B 比较多的股民朋友是最传
统的股民，他们是勤劳勇敢的代表，每
天都会坚持看盘，看股评，看时事新
闻，每天一打开电脑就会条件反射地打
开炒股软件。在他们看来，这已经变成
了一种习惯，就像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

少，炒股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选择 C 比较多的股民朋友把股票
看成一种爱好或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
式，健康是他们的理念。在真正的交易
操作过程中，他们“只求七分饱”，在
乎的不是赚钱的多少，而是操作过程的
体验。

▶选择 D 比较多的股民朋友属于冲
动型的股民，非常容易受消息、股评推
荐或所谓权威人士的影响，之后又会动
摇和反悔，喜欢追涨杀跌，最后却发现
屡屡被套，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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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支付“搅局”消费金融
普益财富 曾韵佼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

惑与？这道理说得挺通俗。因一时的情绪

失控，而忘记最重要的原则，引来麻烦，实

属见理不透，行事欠明。在投资领域，“一

朝之忿”乃是成功的大敌，情绪失控常与失

误相伴。成熟的投资者需要在汹涌的情绪

之中理性分析，见胜而战，知难而退。

“一朝之忿”本来微不足道，却经常能

左右短期价格，导致价格严重偏离价值。

投资者若意气用事，则会踏错时点，导致重

大的交易失误。

特斯拉是最近美股市场上的宠儿，在

新型电动车美好前景的激励下，其股价不

断蹿升，华尔街对该股也毫不吝惜溢美之

词。可特斯拉的 CEO伊隆·马斯克却在乐

观的情绪之中保持了难得的冷静：“坦白地

说，基于历史财务业绩，甚至当前财务业

绩，当前的市值已超过我们应得的水平

⋯⋯我认为，未来几年我们需要确保取得

实际的成绩。”自家股价疯涨之时，他没有

选择将市场情绪合理化，反而踏实地回到

了实际的业绩与将来的发展。单是这份谨

慎就着实值得借鉴。越是一片大好的时

候，投资者越需要考虑前方潜存的危难，再

作出是否见好就收的决定。

“知难而退”不易，见胜而战往往更

难。悲观的市场情绪往往能让那些坚定的

持有者倒在黎明之前，只有在一片惨淡中

看到曙光的人，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面

对难看的报表，迅速的下跌，投资者往往容

易被搅得六神无主，要么跟风抛货，要么采

取鸵鸟政策。其实，这时投资者需要关注

的不是“一朝之忿”，也不是自家资产缩水

的幅度，而是报表反映的问题是否还会恶

化，否极泰来是否就在眼前？最近，贵州茅

台迎来了 6 年来的首个跌停板，不少人在

150 元的价格上仓皇出逃。在经济增速放

缓和“三公”消费萎缩的影响下，茅台的日

子肯定不好过，但这样有着长期稳定增长

的消费类大白马在 A 股市场上并不多见，

10 倍左右的市盈率也许不是买入的好时

机，但也未必值得紧急割肉。

一言以蔽之，必须忍住“一朝之忿”才

能避免“流祸无穷”。面对大热大冷的情绪

波动，投资人需要谨记自己的原则，进行理

性的研究，再作出独立的判断。

忍一朝之忿
吴益生

温 故

招一：恶意欺骗。这类理财产品的创
立者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他们设计产品的
目的就是为了骗钱，但苦于没有资本，只好
造假设计出吸血鬼一般的理财产品。赚
了，那是自己的；亏了，就是大家的。

拆招：这类理财产品本身有很多破绽，

要么是不符合常规的产品设计模式，产品

条款矛盾重重，要么就是低风险高收益，不

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律。如果突然让你感觉

有很大的便宜可占，提防之心需马上提起。

招二：制度缺陷。这一般都来自正规
的金融机构。一旦出了问题，至少可以有
正规金融机构作垫背，不会出现圈钱人跑
路、投资人傻眼的情况。

拆招：选择正规、管理规范的金融机

构，同时注重产品条款中的责权利细节，就

算产品出了问题，也可以找金融机构赔偿。

招三：产品缺陷。银行把理财产品卖
出去后，在投资期限内，产品的设计中可能
不会包含主动调整和修改产品投向等内
容。同样的，在产品投资期限内，如果发现
此款产品有亏损的可能性，但在投资策略
中没有明确标明，银行也不会主动修改。
这就会造成在产品的存续期间，市场上出

现的新获利空间，产品无法去捕捉，而出现
亏损问题，产品也无法停止或回避。

拆招：对于产品条款不同于常规产品

的“创新类”产品，需要多留神。如果弄不

懂这个产品，或者不能够把产品风险的承

担落实在纸面上，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招四：把保险当作存款卖。某些银
行从业者拉着银行的虎皮，把存在各种
问题的产品卖给最信赖他们的客户，家
人在去银行柜台存定期存款的时候，时
常会遭遇银行销售误导，定期存款购买
了保险产品。

拆招：口头承诺保本无效。是否保

本要看这个产品的合同里是否有注明，

后续人工添加上去的书面保本承诺具有

法律效力，但有可能是为了骗你购买而

虚构的。

银行卖的产品未必安全，不能因为是

银行销售的产品，就相信一定是可靠的或

者保本的。银行就像超市，有来自不同商

家的产品，也不排除有高风险产品掺杂其

中。国内的银行都是值得信赖的，但这并

不代表所有的银行员工都值得信赖。一

旦发现银行员工有越权、异于寻常的举

动，警惕之心不能没有。

防范“离财”有招法
朱 江

◎资格如何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目前银行在
个人装修贷款方面主要是抵押贷款，或
以信用、保证作担保的贷款。这其中，
有的银行是“多者兼修”，也有的只“专
供一项”。比如，天津银行目前已停止了
个人的信用贷款，只能是抵押贷款；渣
打银行则主攻信用贷款。而且，在“多
者兼修”的银行中，也一般以抵押贷款
居多。

因为贷款方式的不同，也就意味着申
请的该项贷款的资格也会有所区别，不过
基本会在年龄、收入水平等方面作出规
定。以渣打银行为例，其要求有贷款需求
的客户在 22周岁至 60周岁之间，当前的
工作满 3 个月，以及月收入在 5000 元以
上，并且是银行代发工资。在申请贷款的
时候，渣打银行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最
少3个月以上的工资流水以及单位开具的
收入证明。如果没有收入证明，个人所得
税的证明也是可以的。

考察您的“实力”，当然不只月工资
一个基准，也有银行考察的标准是公积
金或社保金，招商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招商银行在信用贷款方面就需要客户提
供每月的公积金或社保金的额度。此
外，除信用担保外，建行在装修贷款等
个人消费贷款方面还有保证担保方式，

其要求保证人是不低于借款人资信水平
的自然人，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建行
理财金卡或以上的客户就符合资格，但
不能是异地的。

房产抵押贷款的资格就比较明显，
抵押物可以是自有房产、夫妻双方的房
产以及父母的房产等。但银行不认可房
产的二次抵押，也就是说，如果您购买
房子的时候，已经将房子抵押给银行
了，那么，在房贷还完之前，就不能再
次通过抵押获得贷款。记者还从中国农
业银行北京陶然路支行了解到，农业银
行只提供抵押贷款一种方式，而且使用
超过 20年的房子不可用于抵押。

◎额度多少

装修房子需要多少银子？这和个人
房子的大小、设计的复杂程度以及选择
的装修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如果
您已经装修过 N 套房，经验多多的您知
道怎么能装得更好也更省钱。所以，在
您的实际需求与银行所能提供的贷款额
度之间，还需要找一个平衡点。

一般来说，抵押贷款的额度会比较
高。在家居装修等个人消费贷款方面，
银行的抵押贷款基本按照抵押物也就是
房产价值的 70%来放款，但各银行的上
限不同。招商银行的上限是不超过 200
万元，这基本代表了主流的水平，天津
银行房产抵押个人消费贷款的上限比较
高，是 500 万元。装修房子或许不需要
这么多资金，但在银行看来，抵押贷款
似乎更安全，但对于有需求的人来说，
多少让人有些纠结。

而在信用贷款方面，因为参照的基
准不同，额度有大有小，通常额度远少
于抵押贷款。在招商银行，其放款额度
就是每月公积金或社保金的 24 倍。如果
您的公积金每月是 1000 元，那么就只能
获得 2.4 万元的贷款。当然，如果您的公

积金很高的话，那么额度也就随之放
大 。“ 有 的 可 以 做 到 20 万 至 30 万 左
右。”招商银行北京宣武支行个贷客户经
理小武说，招商银行也有极少的比例，
可以参照工资收入来放贷，但条件比较
严格。

渣打银行的基本贷款额度为月工资
的 8 倍至 20 倍，最高可贷 50 万元。如果
您有信用卡或房贷的话，渣打银行会考
察您的负债比，信用卡的还款额按照
10% 计 算 ， 而 房 贷 的 话 就 是 100% 了 。

“比如，客户的月收入在 1 万元，房贷每
月 3000 元，无其他负债，那么，客户的
贷款额度是 7000 元的 8 倍至 20 倍，一
般会在 10 倍至 15 倍左右。”渣打银行的
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因为是信用贷款，
所以渣打银行在审核时会严格考察客户
的信用记录，如果信用良好的话，可能
审核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算算成本

贷款装修了解您的用钱之急，一方
面可以在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尽可能按照
您的意图来设计自己的家，另一方面则
是能够让您更早地住进新居。但为了这
些您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呢？通常来
说，贷款期限越长则利率越高，但有的
银行并不以贷款期限来确定贷款的利
率，而是以金额为标准。

在招商银行，家居装修等个人消费贷
款的1年期年利率是7.5%，10年期年利率
是8.1%。“抵押贷款可以做1年期和10年
期两种，对于10年期的可以提前还款；信
用贷款则只可以做1年期。”小武说。

而农行的此类贷款最长可以贷 10
年，利率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10%至 20%，一年以内的利率在 6.6%左
右，5 年至 10 年的利率在 7.86%左右。
建行的贷款利率是不低于基准利率的 1.1
倍，而且会根据借款人实际情况比如资
信和担保情况等，进行调整。

一般 3 个工作日即可放款的渣打银
行，贷款期限最长为 5 年。但其并不按
期限来计算利率而是按照金额来确定，
比如，10 万元的贷款金额，年利率是
10%，20 万元的年利率是 8.6%左右。此
外，“贷款之后的90天之内，渣打银行需
要客户提供消费贷款金额80%的发票复印
件，需要本人签字。如果是用于装修的
话，就提供装修材料等相关的发票。”渣
打银行的客户经理说。建行也有类似的规
定，装修用途的个人消费贷款需要提供装
修合同及其他装修用途证明材料，如购买
建材、家具、家电等的发票或收据等，而
且明确规定，此类消费贷款不能去购买股
票、基金、理财产品等。

综上，可以算算您的成本了。如果
您用于装修的资金缺口不是很大的话，
也有银行的客户经理支招，就是用信用
卡分期付款的方式。“比如去居然之家等
家居市场看看，有没有支持信用卡分期
的；另购买电器什么的，也可以分期付
款，这样成本会比较低。”

买房子贷款，已经是不少人无法选择的选择了。接下来的装修呢？几万、十几万的投入全都直接付给装修公司

吗？如果是一家公司盖楼，他除了会要求银行贷款，还会要求建筑商垫付水泥钢材民工工资以及你想不到的各种费

用。这对于盖楼的公司来说，是“精算”的选择。那么，要装修房子的你呢？干吗不试试用别人的钱装自己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