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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证券 11

在社交领域背水一战
的支付宝在上周末悄悄试
水上线了圈子功能，部分用
户反映一夜之间支付宝成
了陌陌，在校园日记和白领
日记的社交圈子，有用户上
传大尺度照片，引发了一阵
不小的风波，有网友质疑支
付宝有炒作之嫌。

昨日支付宝方面紧急
回应表示：在支付宝圈子
内，对于发布含有色情，人
身攻击，明显广告信息等违
规言论的行为，圈子管理员
有权删除其动态，对账号做
禁言，甚至拉黑账号处理。
目前测试期间已经上线近
百个圈子。

支付宝圈子上线
大尺度照片引争议

支付宝回应已删除违规内容 ，上线圈子背后的是阿里开始争夺社交领地

2016年11月29日
星期二

个贷中心 续演不收费时代
今日个贷中心积极响应政策，为企业发展、自主创

业提供贷款支持。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拨打电
话028-86748844，或者直接去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
7楼（天府广场旁），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受无抵
押、额度高、放款快，银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最
高额度可达3000万。
有房就能免费贷

个贷中心推出优势产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
有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款，安置房、按揭房、
全款房、全款合同房只要有房都可贷，无需手续费，免
费办理！立即拨打028-86748844咨询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快速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贷款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
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
贷；还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将年缴保费放大60倍，
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
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
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
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单担保、动产抵押贷
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
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
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也可拨打
028-86748844申请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
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
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市民张先生急需资金周转，奔驰车被查封，不到半小时，
通过个贷中心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应急贷款。只要你想贷
款 ，不 管 你 有 无 抵 押 ，只 要 拨 打 个 贷 中 心 电 话
028-86748844，我们都将为你获得极低利息的银行贷
款。贷款、工
商、资质升级，
企业一站式服
务，就在个贷
中心。

金融界书法家捐赠50余幅书画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对仪陇县展开帮扶工作

为了丰富革命老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联合四川金融工会，在仪陇县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朱德故居纪念馆，捐赠来自全国金
融书法家协会60多名会员创作的50多幅字画，用实际
行动展现了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对仪陇县的帮扶工作。
积极展开定点帮扶工作

渤海银行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在《银行家》杂志2016年最新发布的全球银行
1000强中排名202位。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于2008年10
月开业，成立以来始终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高度
重视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认真落实工作部署，
确保金融扶贫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仪陇县是渤海银行成都分行落实国家金融扶贫工作
确定的定点帮扶县，近两年，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与该县签
订定点帮扶协议，并争取总行支持和广大员工积极募捐，
为该县提供扶贫资金，积极开展对贫困户的定点帮扶。
捐赠50余幅书画

今年，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借助与四川金融工会共
同承办的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暨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公益书法笔
会”的机会，以缅怀朱德元帅，发扬长征精神，不忘初
心为主题，发动更多力量来关心、推进扶贫工作。

在笔会期间，各位艺术家现场即兴创作，以此纪
念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此外，渤海银行成都分行积极宣传仪陇县
和该行定点帮扶工作，得到来自全国60多名金融书法
协会会员的积极响应，积极捐赠书画，奉献爱心，共收
到50多幅字画，给予帮扶工作鼎力支持。

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四川金融工会对渤海银行成
都分行结合实
际、因地制宜
所做的扶贫工
作给予了积极
肯定。（吕波）

求 职
●会计师兼职13982246166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洗86629948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办照●资质●报税61515001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武侯区曾小红鞋屋税务登记证
正本 (川税字51222219740429024�
7号)遗失作废.

●温栩栩2016年11月25日之前签
发的身份证（5101131981101150�
22）遗失作废
●高新区新北丧葬用品店遗失四
川省成都市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
发票（有奖）存根联（发票代码
151011598001， 起 止 号
00673826-00673875）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21日在清水河内发
现一具男性无名尸(年龄20-40岁,
身高1米74,身穿teebox牌灰色外
套,YISHION牌蓝色牛仔裤,�
adidas牌黑色运动鞋(39.5码),死亡
时间一周以上).请相关亲属见报后
联系黄田坝派出87404423

●刘雨丹510104199205130864，
位于成都市高新区誉峰六期负一
层1441号人防车位使用协议及楼
款收据A0006128遗失，负二层
2090号产权车位楼款收据
A0035745遗失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餐馆转让
●石羊火锅店转让13980886886
●荷花池餐馆转让15928423957

●春熙路餐馆转让，82平米，2万3/
月。13183838885中介勿扰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店 铺
●转中海国际旺铺13730603711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招 商 ●转家具工业用地13708080288

每日·香山半岛交房公告
尊敬的每日·香山半岛业主：

您好！ 由成都每日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香山半岛项目
已通过验收，具备交房条件，请您注意交房时间并携带好相关证件
参与交房活动。

一、交房时间：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2月30日；
办理时间：上午 9：00-----下午 17：30；

二、交房地点：香山半岛售楼部；
三、交房应缴纳款项：契税、登记费、维修资金、相关物业服务费等；
四、交房应携带资料：《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业主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包括共有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购房付款收据原件、
结婚证原件；委托他人收房的，应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及受托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 详情请联系您的置业顾问或拨打咨询电话： 售楼部电话：
028-62590088、028-62590099���物业公司电话：028-61652119��
��������若由于您个人原因未能按期交付房屋，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视同我公司已将房屋正式交付给您。 恭祝您乔迁新居！

成都每日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11月 29日广告

目前在支付宝首页，不同性别、人群、地
域的人可以收到不同圈子的邀请。以地域为
例，就有北京女人、上海女人等圈子。另外，首
页还设有直接进入这些圈子的入口。

成都商报记者前日进入其中一个名为白
领日记的圈子后，就可以看到新手必读、玩转
圈子、严惩规则和分享圈子四个模块。

以白领圈子和女大学生圈为例，只能女
性发布讯息，男性必须要芝麻信用达到 750
分以上才能进行评论。而刚上线的“白领日
记”和“校园日记”里多数状态是通过晒靓照
求打赏，有些甚至是尺度非常大的照片，还有
一部分是在做广告。

不过，昨日相关大尺度照片已经“下架”。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还处于内测阶段，包括昨

天的一些图片，都已经在进行清理了。”支付
宝官方回应称，在支付宝“圈子”内，对于发布
含有色情，人身攻击，明显广告信息等违规言
论的行为，圈子管理员有权删除其动态，对账
号做禁言，甚至拉黑账号处理。目前圈子会根
据类型控制加入门槛，甚至分享和评论权限。

支付宝方面表示，圈子是一个开放平台，
主要分为公开型和封闭型两大类：前者在支
付宝里搜索就能进入，后者是必须要收到邀
请的才可以。目前上线的圈子主要有健身，游
戏，理财，母婴，宠物，数码等类型，未来还会
逐渐扩大品类。

与微信公众号上只能进行单向信息传递
不同的是，在支付宝的圈子里，不仅是运营者
与用户之间进行互动，同一个圈子的用户与
用户也可以进行互动和共享。

太平财险
战略投资精典汽车连锁
4500万元 持股10.11%

11月28日，四川精典汽车服务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获得太平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战略投资4500
万元，持有10.11%股权。这也是太
平财险作为央企，首次投资国内汽
车后市场民营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12月1日起
四川全面实施
个体工商户“三证整合”

12月1日起，四川将全面推行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
证、社会保险登记证“三证整合”登
记制度，此项改革红利将惠及全省
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昨日，记者
从四川省实施工体工商户“三证整
合”改革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三证
整合”后，公民只需向工商部门提
出申请，就可以办理个体工商户工
商及税务、社保登记，税务和社保
部门不再重复审查，从而压缩了审
批流程。改革后，每一户个体工商
户均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18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即使注销，代码
也将被留存供回溯查询。此举意味
着，在企业“五证合一”改革和个体
工商户“三证整合”改革后，四川省
市场主体将全部采用统一代码作
为唯一的主体识别码。

据省工商局副局长沈健介绍，
“三证整合”还将降低公民创业成
本，只要申请人准备的资料齐全，
在3个工作日内即可领取到加载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相较
以前分别跑三个窗口，提交三套材
料，等待9个工作日甚至更长时间，
办事成本降低了2/3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三证整合”适
用于所有个体工商户，包括港澳居
民、台湾居民、台湾农民设立的个
体工商户。暂未办理“三证整合”的
个体工商户，原营业执照和税务登
记证、社保登记证继续有效。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而上线圈子的背后，是阿里借助支付宝
开始争夺社交领地，并与腾讯旗下的微信产
品展开正面Pk。

早在2015年8月，支付宝在更新9.0版本
时，就新增了两个一级入口，朋友和口碑。有
网友调侃支付宝越来越像微信了。今年8月，
支付宝9.9新版本上线后，就推出了占据近一
半主页的生活圈。

据业内人士分析，阿里在进一步增强这
款支付产品的生活和社交属性。一位蚂蚁金
服内部人士表示，支付宝不会放弃在社交上
的努力，但并不是说要对标微信或者说跟随
模仿，更多是考虑到用户黏性。团队内对此的
定位是，社交是支付宝最重要的配角。

从早期的阿里旺旺、雅虎关系，到来往、
钉钉，到其投资的陌陌、微博等社交软件，再
到支付宝推出生活圈功能、2016年春节集福

活动，以及今天的圈子功能，这都是阿里进行
的社交尝试。其中，阿里自己推出的几款产
品，都没有占领很大的市场份额。被业内认为

“阿里没有社交基因”。那为何阿里还要对社
交“一往情深”呢？

业内人士分析，阿里争夺的不只是社交，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金融这块领地。自腾讯推
出微信以来，其社交影响力就在不断扩大，而
微信红包更是将这一影响力推向了顶峰。

据易观第二季度的数据，在第三方市场
中，阿里的支付宝和腾讯的财付通分别以
55.40%和32.10%的市场份额分列一二。此前，
支付宝绝对是第三方支付市场的老大，但随
着财付通的发力，支付宝的市场份额在被蚕
食。这也是为何支付宝要发力社交领域，粘合
用户的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近百个圈子上线 阿里开玩信用社交

圈子背后：阿里开始争夺社交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