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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十一月，金黄色的银杏
叶给成都增添了一道初冬美
丽的画面。“壮丽七十载，‘渤’
种新希望”，11月2日，FF体
育足球公园内响起了激烈的
加油声欢呼声，渤海银行成
都分行第五届职工趣味运动
会拉开了帷幕。

本届职工趣味运动会分
行全员踊跃参与，11支代表
队共300余人参加了比赛。
趣味运动会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分团体赛及个人赛共
十类比赛项目，包括动感五
环、真人俄罗斯方块、幸福铺
路人、拔河等。

运动会上，运动员们坚
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精神，自觉遵守比赛规则、遵

守赛场纪律，在比赛中相互
学习、加强团结，凭借自己的
实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赛出
了水平和风采，充分展现了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员工奋斗
拼搏、积极向前的精神面
貌。从运动会开始到结束，
参赛的每一名运动员、每一
个代表队都牵动着在场全体
员工的心弦，现场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

本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为
员工们搭建了一个展示才华、
增进友谊、磨练意志的
舞台，不仅锻炼了大家
动手动脑的能力，还锻
炼了员工们在工作中
团结协作的精神，提高
了员工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进一步增进了部门间的
交流，增强了渤海银行成都分
行全行的凝聚力。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
第五届职工趣味运动会，也
是分行再聚新力量、再踏新
征程、再迈新步伐的大演练、
大合力。渤海银行成都分行
将会以本届运动会为新的起
点，以更好的精神风貌向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进军。

300万中小商家贷款输血到位
商家付1块利息赚2块利润

来自慈溪的天猫商家余雪辉最
近很是忙碌，他一边申请了网商银行
的信用贷款，投入开发了一款三明治
早餐机，一边通过花呗分期免息等方
式，吸引消费者。双11预售期间，这
款早餐机的销量比预计多2倍，“卖得
太火爆了，预备的货源都告罄了！”

网商贷助力多备货，花呗分期助
力多卖货——灵活运用这两大数字金
融法宝的余雪辉，是万千小商家的代
表之一。天猫双11进入第11年，是消
费者的狂欢节，也是品牌和商家增长
的良机，更是拉动内需的新动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贷款需求是
商家备货温度的晴雨表。《天猫双11
贷款报告》显示，今年双11，商家在备
战期间，人均贷款7次，有15万商家甚
至超过了100次，需求十分旺盛。

作为贷款的提供方，网商银行行
长金晓龙分析说，这一方面是因为，现
在天猫双11的贷款服务已经支持商
家从开店到推广、增值的全链路，另一
方面，也是商家的生意经算得好。

四川康定的商家张大姐，2012年
以来，在网商银行贷款累计高达5000
笔，最小一笔只有3块钱。因为太频
繁，客服团队特地联系她，怕她不知
道这是贷款，没想到大姐说得头头是
道，“一有订单就来借款，订单大就多
借，小就少借，赚钱了立马还，每笔只
用几天，这样利息付得少。”几年下

来，她的销量从每年10万做到每年
200多万，5000多次借款，没有一次
逾期！

很多像张大姐一样的中小商家
认为，贷款可以有效促进自己的生
意。调研显示，70%商家认为1元利
息可以换回2元利润，贷款是能够把
生意做大的办法。为满足这些贷款
需求，今年双11，仅网商银行与其合
作机构，累计放款金额就将达到3000
亿元，同比增长50%。

“本店支持使用花呗”成新招牌
商家开通花呗销售增38%

通过贷款新增的货品，如何更好
地销售给客户，商家开始看到消费金
融的作用。移动支付渗透率的提升，
让商家挂出“本店可用支付宝”的招
牌成为平常，但今年双11，商家的店
招又有新动作——“本店可用花
呗”。作为支付宝的服务商，云纵集
团感受特别强烈，“双11期间，光是消
化商家要求开通花呗的需求，就让我
们不得不临时增加人手。”

云纵集团相关负责人牧月介绍，
双11期间，在很多三四线甚至五六线
城市，要求开通支付宝的商家大幅增
多，问及原因的时候，多数商家都表
示因为消费者对于使用花呗支付有
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几家支付宝独立
软件开发商的平均数据显示为了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成交，要

求开通花呗收款功能的商家，比日常
增加了8成。在天猫的品牌旗舰店
里，几乎所有商家都把支持花呗分期
免息作为卖点。

特别是教育、培训类的商家，在
天猫双11通过开通花呗分期、并且免
利息的方式降低报名门槛，销量增长
明显。以正保远程教育的中级会计
师培训课程为例，每天上课的学费只
需要1块钱左右，这个课程双11以来
销量是日常的8倍多。

蚂蚁金服数字金融总裁黄浩指
出，开通花呗能够提高交易额，帮助
商家更好地做生意。花呗的数据显
示，在非双11期间，商家开通花呗以
后，交易额平均就能提高38%，交易
用户平均增加32%。这个效应在双
11期间更加明显：天猫双11预售期
间，花呗分期拉动下，交易额增速最
快的类目是个人清洁、宠物商品和保
健食品，增幅分别达到了20倍、5倍
和4.6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
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天
猫双11商家的新金融故事，是观察中
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窗口，是践
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
田。在助力普惠金融的同时作用于
供给侧和消费端，激活潜在消费需
求，提升金融供给的效率，扩大金融
服务的覆盖范围，让双11真正成为实
体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推动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艾晓禹

商家开通花呗拉动销售增38%
天猫双11数字金融助力激活内需

数字金融正在成为天
猫双11商家做生意的“新
武器”。

支付宝联合网商银行
发布的天猫双 11 商家端
报告显示，今年天猫双
11，网商银行为 300 多万
中小商家提供3000亿贷款
资金支持，帮助商家解决
备货资金周转难题。

与此同时，天猫商家
为线上800万双11商品开
通花呗分期免息，线下也
有越来越多的商家贴出本
店支持花呗的店招，以吸
引消费者。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成功举办
第五届职工趣味运动会

三连阳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

震荡走高，收盘上涨。你怎
么看？

答：连阳走势在预期中出
现，早盘市场稍有震荡，在大
金融的带动下，沪指一度强势
冲上3000点，午后市场有所回
落，不过北上资金继续净流入
超60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23只，跌停5只。技术上
看，各股指均收于5日均线之

上，沪指日线MACD指标也重
新金叉；60分钟图显示，沪深
股指继续收于5小时均线之
上，且60分钟MACD指标继续
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
沪指从2917点开始的反弹是
30分钟级别的，至今仍未结
束，3000点之上为前期密集成
交区，周二尾盘的回落也在情
理之中，后市只需保持放量，
站上3000点只是时间问题。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
券商股的持续表现仍需要成
交的支撑，存量资金博弈下市

场结构性特征仍会越发明显。
资产：周 二 按 计 划 以

12.24元买入风华高科10万
股，之后以12.39元卖出10万
股。目前持有南玻A（000012）
45万股，中新赛克（002912）2
万股，中际旭创（300308）5万
股，光环新网（300383）4万股，
风华高科（000636）10 万股。
资金余额3866872.99元，总净
值 12047772.99 元 ，盈 利
5923.89%。

周三操作计划：光环新
网、中际旭创、中新赛克、南玻
A、风华高科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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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四川营商环境
“老朋友”持续在西南地区投资

在进博会装备展区，佳能投
入的力度比上一届更大，参展面
积达到500平方米，为国内商业
用户共带来20余款的解决方案
及近百款产品参展。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江原大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通过本届进博会搭建的平台，
佳能与四川传媒学院达成了6年
的战略合作。

在江原大成看来，四川成都
这个“老朋友”值得信任——从
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来看，西
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
的区域，而四川则是整个西南地
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佳能也
关注到四川省在2019年 6月推
出了《四川省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行 动 计 划
（2019-2020年）》，进一步加快
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水平的步伐。这也为
2003年就与四川成都结缘的佳
能，持续在西南地区投资提振了
信心。

2019年1-9月，成都社会零
售品消费总额超5400亿，增长达

到9.1%，表现出旺盛的购买力。
同时，成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及
物流发达，是西南地区的核心枢
纽，因此，也吸引了包括佳能在内
的296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
都。在刚刚过去的 2019 年 10
月，佳能华西区域总部在佳能（中
国）所有区域总部中取得了业绩
增长率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佳
能也长期看好西南地区的发展潜
力，并将持续投入，实现长期快速
发展。

关于此次签约的项目，江原
大成透露说，四川传媒学院这次
与佳能签署了为期 6年的战略
合作协议，第一批向佳能采购
4K 专业影视设备，并成立了

“C+超高清动态影像空间”。此
外，佳能不仅会为成都影视硅谷
提供设备，也会安排相应的课程
培训，助力成都影视专业人才的
培养。

“消费之都”魅力大
“新朋友”把成都作为入华首站

除了老朋友，还有新朋友。
成都交易团的“购物车”中，就多
了来自哥伦比亚咖啡之友公司的
咖啡豆。

哥伦比亚和成都距离遥远，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选择成都这座
内陆城市，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
落脚点呢？

哥伦比亚咖啡之友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曾经来过天府之
国，成都人的消费力让他印象深
刻。他相信哥伦比亚的咖啡一定
会在成都这个时尚之都、消费之
都受到欢迎。

而让哥伦比亚的咖啡豆跳进
成都人的咖啡杯的，是成都的一
家跨境电商——成都环美易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CEO赵宇是
四川人，曾在南美生活多年，四川
成都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让他选
择了回到家乡创业。

去年出台的《成都市加快跨
境电商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成都要在2020年，实现跨境电商
交易额400亿元以上，实现传统
实体企业成功应用跨境电商

3000家以上，集聚跨境电商服务
企业1万家以上，吸引创新创业
人才10万人以上。

赵宇相信通过进博会这个平
台，跨境电商的生意还会越做越
大，除了哥伦比亚的咖啡，未来他
还要把更多南美的产品带到中
国、带到四川、带到成都。

从卖全球到买全球
全世界都来四川、成都寻找商机

成都益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游光甫这两天忙得不
亦乐乎。

11 月 4 日，他在成都市采
购签约仪式暨营商环境推介会
上进行了推介，“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城市消费升级和人民对
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
未来人们对绿色、安全、优质农
产品和食品的需求将日益增
长 。 预 计 到 2025 年 至 2030
年，仅成都市的优质农产品需
求量就将突破 1250 万吨/年，
其中高品质的粮油、畜禽肉类、
禽蛋、海水产、水果等将面临庞
大的进口需求。”

听完他的推介，来自阿根廷、
澳大利亚的企业代表纷纷上前自
我介绍，并递上名片、资料，想要
跟游光甫深入交流，进入成都这
个大市场。

面对他们热切的目光，游光
甫也向两家企业发出热情邀约，

“你们生产产品的最终目的是要
找到消费市场，欢迎你们来到成
都考察，成都是进军中国西部市
场的桥头堡。”

游光甫脸上始终保持的微
笑，展现的其实是一座城市的自
信和底气——从卖全球到买全
球，从“投资西部、首选成都”的共
识逐渐升级为“投资中国、看好成
都”的共识。

“今天的成都是通达全球的
枢纽之城、营商环境的引领之
城。”成都市副市长刘筱柳表示，
未来的成都是开拓中国西部市场
和整合全球创新要素的战略制高
点。全世界都来四川、成都寻找
商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
方迪）2019年11月4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9
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布
会首次在成都举行。本次发
布会由IMF驻华代表处、西
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在西
南财经大学发布。

本次发布报告，从理论
的高度和宏观的视角对全球
经济的发展趋势作研判，共
同探讨全球经济同步放缓、
中国经济展望与国际货币体
系改革等问题。西南财经大
学作为IMF新的合作伙伴，
将共同致力于货币金融战略

等研究和探讨。
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

德以《世界经济与中国展望》
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认为
2019年经济增速是2008年
经济危机以来最慢的一次，
世界经济在同步放缓。席睿
德先生分析了制造业下滑、
贸易壁垒等主要因素，对各
国央行货币政策、全球新兴
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
述。他还深入探讨了中国经
济增长、人民币国际化、债券
市场发展、金融改革开放等
热点问题。

IMF 驻华代表处经济

学家韦达随后发表演讲，介
绍了IMF诞生与发展历程、
中国与 IMF 合作等内容。
他从IMF第四条款磋商、应
急贷款安排、监管能力建设
等方面，系统阐述了IMF维
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主要
职责和所做贡献。韦达先
生还介绍了 IMF应对全球
新形势新问题的主要工作
思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
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
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协定》，于1945年12月
27日在美国华盛顿成立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首次在成都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
四川交易团再次开启“买全球”模式

11 月 5 日，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上海开幕，四川
交易团再次开启买买
买模式。

四川交易团由 22
个交易分团（四川省国
资委和 21 个市州政
府）组成，3000 余家采
购商包括进口贸易企
业、批发零售企业、各
类经销商代理商、电子
商务企业、生产制造和
服务企业等，采购重点
涉及智能和高端制造、
日用消费品、服务等多
个领域。

四川省商务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四川交
易团将充分利用此次

“买全球”的机会，积极
开展贸易供需对接，努
力扩大高品质商品和
服务的进口，满足建设
经济强省的需要和人
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特派记者

易弋力 上海报道

采购贸易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参会嘉宾与“大熊猫”合影。

参会嘉宾爱上糖画。

聚焦
第二届进博会

“本店支持使用花呗”成商家新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