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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北京银行在中关村启动首家智能银
行。在现场，最让记者感兴趣的是银行用时髦的智能设
备提供的智慧服务。比如，北京银行智能银行提出“店中
店”服务的“迷你银行”概念，设有 VTM（虚拟柜员机）、
互动智能理财终端、信用卡积分兑礼机等多款智能机
具。在这里，客户可以自助完成传统柜台的业务，比如开
卡、理财、人机互动进行资产配置等。也就是说，“迷你银
行”汇集了满足客户日常需求的机具，百姓日常生活涉及
到的大部分缴费业务可“一站”完成。再比如，智能银行
的自助理财多媒体终端“金融超市”设备上，上方屏幕显
示了丰富的银行产品，下方的操作区则最大限度保护了
客户隐私。客户购买理财产品时，不必像往常在柜台办
理业务一样，走繁琐的取号、咨询、填单、等候处理等程
序，只需在智能银行的“金融超市”设备上浏览热销的理
财产品，选中后即可一键式购买。

“通过这些设备，将极大缓解柜面业务压力，有效提

高业务办理效率。”北京银行相关人士表示。
服务智能化固然重要，但便捷度也同样不可或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银行智能银行业务流程各个环
节体现了自主的理念。比如，当客户申请贷款时，既可现
场查询和打印个人征信报告，也可线上办理北京银行“金
贷宝”业务。北京银行智能银行全自助线上个人信用贷
款终端，为个人客户提供“金贷宝”业务的全程在线服务，
实现即时申请、即时审批、即时签约，10 万元以内贷款可
即时到账等。

据了解，此次北京银行智能银行的推出，开创了多个
“首次”：首次引入个人征信自助查询机、首家研发引入远
程柜员服务系统、首家推出小微预授信平台并提供远程
专家在线服务、首次引入可远程在线审批的个人消费贷
款平台、首家研发全线上个人贷款终端和信用卡积分现
场兑礼、首家推出互动智能理财终端及自助理财多媒体
终端。

北京银行在中关村启动首家智能银行

理财产品可一键式购买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讯 记者陈果

静报道：随着支付手段创新的日渐普及，
人们的支付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中国银
联今日发布的 2014 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
调查报告——“放心用卡 安全支付”在线
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持卡人移动支付消费
习惯正逐渐形成，同时，移动支付风险也
随之上升。

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受访者曾使用手
机完成支付。从支付目的看，通过移动支
付（包括近场和远程）购买实物商品的受
访者占比达 61%，相比 2013 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通过移动支付进行信用卡还

款和转账的占比分别为 58%和 36%。
“移动支付用户快速增长的同时，移

动交易终端正成为犯罪分子的重点攻击
目标，风险增速也更高。”中国银联风险控
制部总经理袁晓寒表示。本次调查显示，
10%的被访者曾遭遇过网上交易诈骗，比
2013 年提高了 4 个百分点，其中钓鱼网
站、木马病毒及虚假退款仍是主要的欺诈
手段。从欺诈损失看以小额为主，遭遇过
网络交易诈骗的受访者中约六成被骗金
额低于 500 元，但有 8%的人损失超过
5000元。

为应对风险，安全验证方式也在不断

创新。目前，短信动态验证码安全验证方
式最受青睐。由于其操作安全便捷，64%
的被访者表示习惯使用短信动态验证码，
相较 2013 年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其中近
七成被访者希望每笔交易都使用动态验
证码来保护自身的支付安全。此外，指纹
等生物识别新型验证方式也有近一成的
接受度。

袁晓寒提醒，选择支付产品与服务时
要兼顾便捷性与安全性。支付过程中涉
及账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信息如短信动态
验证码等务必妥善保管，同时不要轻信

“低价”网站以及邮件、短信、聊天工具发

来的链接，并注意保护手机等移动终端设
备安全。

“放心用卡 安全支付”是中国银联自
2007 年开始推出的年度支付安全消费者
调查。顺应支付习惯的改变，今年首次重
点针对“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设计。依
托由 82 家支付机构共同组成的互联网金
融支付安全联盟平台，此次调查收集有效
问卷 4.4 万份，参与用户覆盖全国。其中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省市持卡
人占比达 53.7%，以 20 岁至 40 岁移动互
联网用户为主，通过移动端参与调查者占
比过半。

2014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发布

六成以上受访者尝试使用手机支付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
行九江分行大力探索农业企业上下游
产业的链式服务新途径，积极对接服
务永修柘林湖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工行九江分行为该公司开设一般
对公账户，开通企业网上银行和代发工
资等业务,并专门在公司农副产品展示
中心布放转账终端、消费终端，方便公
司支付。下一步，工行九江分行将根
据该农企的经营模式、资金需求、产业
结构、市场拓展和销售收入等经营情
况，加大对企业的融资服务、产品宣传
和上门应用服务，支持企业按照“生态
农业、养生旅游”的产业发展方向做大
做强。 （赵斌国）

工行九江分行助力农企发展

上饶市农行在当地银监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下，

创新抵押担保模式，化解小微企业融资抵押困局。

上饶市农行陆续推出了林权抵押贷款、存货质押贷

款、动产质押贷款、国内保理业务以及农副产品收

购贷款等新业务品种。并针对不同客户经营实际，

以不同的抵押方式对应不同客户需求，建立项目储

备库，成立专营团队，优化业务流程，积极支持园

区小微企业和农业专业户发展。

(文/罗素华、刘小华）

·广告·广告

江西上饶农行：破解小微企业融资抵押困局

上饶银监分局在区域经济发展调研中了解到，

作为江西省最重要的轴承产业基地之一，玉山县的

轴承产业资金供血不足、产业经营困难。为此，上

饶银监分局积极指导玉山县信用联社落实“支小扶

微”的要求，在授信、资金安排向轴承小微企业倾

斜，创新抵押方式，简化审批流程，支持 25 家轴

承小微企业摆脱困境，带动了 6000 多个就业岗

位，产品已出口美国、欧洲、东南亚等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

（文/李群）

江西玉山县联社：助力小微轴承企业发展江西玉山县联社：助力小微轴承企业发展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六安监管分局批准

开业，现予以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解放路支行
金融机构编码：B0004S334150019

营业地址：六安市解放路与大别山路交

叉口浙东商贸城 C 区 44-46

号商铺一、二层

批准日期：2014年 12月 26日

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0392784

邮政编码：237000

联系电话：0564-3211903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六安监管分局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六安监管分局公告

本报讯 近日，徽商银行宣城分
行首家社区支行——柏庄社区支行开
业，这也是银行业在宣城地区开设的
第一家社区支行。

与传统银行相比，社区支行定位
于为周边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为
此，柏庄社区支行争做小区居民“家门
口的银行”，提供包括衣食住行、休闲
娱乐在内的诸多个人金融服务；在营
业时间上，实行错时工作制，给“上班
族”带来金融服务便利；同时，网点内
特设便民服务，提供学生临时托管、代
收快递等多项服务。 （秦 森）

徽商行宣城分行首开社区支行

在不少银行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利率
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
的商业银行传统盈利模式将难以持续。而
在这个过程中，私人银行业务有望成为商
业银行业务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自 2007 年首家中资银行在国内开办
私人银行至今，私人银行业务已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

截至今年 9 月末，浦发银行、民生银
行、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的私人银行
客户数较上年末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其
中 ，交 行 私 人 银 行 客 户 数 较 年 初 增 长
16.11%，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达 2877
亿元，较年初增长 23%。民生银行管理的
私人银行金融资产规模达 2306.01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20.14%。此外，招商银行管
理的私人银行资产余额也达 7043 亿元，较
年初增长 23.26%。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也面临着同
质化竞争严重、产品投向单一等现实困难。

开展私银业务热情高

“私人银行服务讲求专业性和私密
性。”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零售银行业
务总监连锦东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开展此类业务，既要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定制投资理财产品，还要对客户进行
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包括孩子教育规划、
移民计划、信托计划等服务。

目前，国内银行对发展私人银行业务
的热情较高。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富裕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由此带
来的个人理财需求也开始增强，这为开展
私人银行业务提供了基础；二是从银行角
度来看，私人银行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资产
管理服务、多元化的顾问咨询、个性化的融
资服务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可进一
步提升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优化银行的
客户和收入结构。

虽然面临这样的机遇，但从当前的实

际看，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大多为大中型
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
银行，难见城市商业银行身影。

这是否意味着城商行对私人银行业务
不感兴趣？“实际上，城商行也希望参与其
中。私人银行业务的整体收益水平较高，
而且相关客户的关联资源丰富，这对城商
行非常有吸引力。”一位城商行业务人员表
示，但是，由于牌照限制和专业人才缺乏，
诸如财产信托、海外投资、ETF 等业务城
商行都无法展开，这就限制了城商行私人
银行业务的开展。

发展瓶颈有待突破

“从总体上看，我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
方面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机制不完善
和专业人才匮乏亟待解决。”浦发银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机制方面，主要体现在国内私
人银行业务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中。专业人
才方面，私人银行的财富顾问、投资顾问两
支专业队伍的建设是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
重要基础。私人银行需要跨市场、跨行业的
专业人才队伍，而目前这类人才非常稀缺，
需要逐步培养，并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机
制，以保障私人银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中资银行在发展上还需面
对来自外资银行的强大竞争。连锦东表
示，一些外资银行在全球服务网络上有着
明显优势，可以为私人客户提供覆盖全球
的全方位立体式的金融服务。同时，外资
行拥有丰富的私人银行业务经验，对私人
银行客户的吸引力更大。

如何突破私人银行发展中的瓶颈？“首
要是通过自身的精耕细作，挖掘业务特色，
针对客户需求开展有效的金融服务。虽然
目前多数私人银行获取客户的渠道还是通
过零售银行业务，但是成熟的私人银行模
式并不是以客户数量论英雄，而是发挥自
身特长，帮助客户做好资产管理。”浦发银
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私人银行也要做
好客户的保密性管理，如果仍沿用和零售
客户一样的保密等级来对待私人银行客
户，不树立起高度的保密意识，难以获得客
户的真正信任。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可选择一些私人
银行就新业务进行先期试点，推动私人银
行跨境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还可以考虑
在试点私人银行设置专属账户来开展新业
务，这样既能使试点银行在投资额度和投
资范围上拥有更大的发挥余地，同时通过
专属账户，为监管机构提供有效的监管
抓手。

客户规模和资产迅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同质化竞争、人才匮乏等问题

私人银行业务发展中谋转型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本报讯 为突破“朝九晚五”工作
时间，山东东营银行 6 家支行试点延
时营业至晚 8 点 30 分，解决了上班族
工作时间无暇办理业务的困扰。同
时，东营银行还打造出“市民银行”的
名片，使得服务更贴心便民。

今年以来，在东营银监分局引导下，
东营银行主动调整客户结构，把国际业
务、投资业务和小微零售业务作为业务
结构突围方向，10月末该行小微客户达
1475 户 ，占 该 行 全 部 对 公 客 户 的
79.64%，小微企业新增户数占全部新增
客户的90.73%。为了更好地提升服务，
东营银行还优化业务流程，下沉机构布
局，今年将在已有12家支行的基础上，
再规划设立4家县域支行。 （李 静）

山东东营银行推出延时服务

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国家外
汇管理局发布的 2014 年 9 月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
示，9 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 62880 亿美元，对外负债
44918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 17962亿美元。

数据显示，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今年以
来持续增长，由 3 月末的 6215 亿美元增加至 9 月末的
6648亿美元，占比11%；9月末，证券投资2593亿美元，其
他投资 14179 亿美元，储备资产 39459 亿美元，分别占对
外金融资产的 4%、23%和 63%；在对外负债中，外国来华
直接投资25454亿美元，证券投资4597亿美元，其他投资
14868亿美元，分别占对外负债的57%、10%和33%。

9月末我对外直接投资6648亿美元

本报讯 记者郭子源从中国工商银行获悉：目前，工
行投入运营的自动柜员机数量已超 9 万台，其中存取款
一体机约 5.5 万台，数量及占比均进一步提高。今年前
11 个月共完成交易量达 85.4 亿笔，金额达 9.84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约两成。

目前，除了办理存款、取款、转账、投资理财、医院挂
号、信用卡还款、缴纳公用事业费等一系列业务，工行自
动柜员机还可实现快速取款、操作倒计时提醒、手机预约
取现、无折存款等新型服务，提高了自助设备操作的易用
性、安全性。

工行自动柜员机已逾 9 万台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区域性跨境
人民币业务平台（南宁）正式启动。平台建成后，广西区
内 47 家银行机构 2500 个营业网点均可通过该平台办理
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据了解，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南宁）是依托
广西金融电子结算综合业务系统，整合各银行机构跨境
人民币业务清算（结算）系统及其境外代理行资源，自主
打造的以南宁为枢纽，辐射港澳、东盟和南亚国家的资金
汇划“高速路”。该平台面向银行机构和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跨境人民币交易渠道，集中处理跨境人民币汇出和跨
境人民币汇入业务。

目前，已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广西区分行成为该平台的中间代理行，共连接 1000多家
境外代理行，境外业务覆盖港澳台地区和越南、柬埔寨、新
加坡等东盟国家，广西区内47家银行机构2500个营业网
点均可通过该平台办理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据了解，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南宁）已开通
“人民币跨境交易”业务种类，支持跨行跨境汇出业务和
跨境汇入业务。具体办理流程为：客户提交人民币汇出
境外的业务申请，银行在平台选择满足客户要求的中间
代理行，中间代理行最终将客户资金汇出境外，实现人民
币在东盟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跨境结算。

广西启动区域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报道：近日，山西省首款
针对小微企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浦发银行·通联宝——
POS 信用贷”正式上市。小微企业融资难很大程度在于
担保难、抵押难，而该款由浦发银行专门为通联支付的收
单商户定制的 POS 信用贷产品，最大特点就在于无抵
押、无担保。商户凭借其在通联支付 POS 机上的交易流
水及通联宝月、日均余额，就可获得 1000 元至 100 万元
的授信额度。

与线下银行贷款相比，该款信贷产品还具有低利率、
易操作等优势。该款产品要比线下银行的贷款利率低约
1 个百分点。其申请、审批、授信全流程均可在线上操作
完成，整个过程只需 10 分钟。据通联支付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产品从今年 8 月 15 日开始在山西试运行，已经帮
助 500多家小微企业成功申请信用贷款 1.5亿元。

山西首款小微企业网络信贷产品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