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微信公众账号和订阅账户中，搜索

理财、投资等关键词，可以看到很多中小

投资理财公司开设公众号，一位成都投资

理财公司负责人近日对记者表示，正在和

几家微信运行服务机构洽谈合作，准备在

微信开设其公众账户，“主要销售公司的

理财产品和开展业务咨询”。 据他透露，

其行业内已有不少同行着手准备。

“最尴尬的就是中小金融公司”，该

投资理财公司负责人无不感慨地说。这在

互联网金融领域不算大事，但金融业确实

关注这一可能的变化。其中，基金公司的

步伐更大一些。

目前，基金业已有专门的网上销售公

司，比如数米基金网。随着资产管理竞争

日益激烈，不排除一些基金公司做成专业

互联网基金公司的可能性，即在网上收集

客户需求，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基金产品并

投资管理。

按照国内金融业的创新速度，不敢说

互联网券商、 互联网基金公司能否今年

“现身”。 但互联网金融如此热乎， 专业

“玩”互联网业务的券商、基金公司，也许

发展速度会比想象的快很多。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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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贷教您如何快速贷款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民间借贷常常遭遇“融资难、融资

贵、 融资慢”。 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快贷投资） 依靠强大的资源

整合能力和团队执行能力， 实现了30分

钟内从22家合作银行中为客户匹配最合

适的融资方式，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

厘，最快一天放款。想要融资的读者可前

往位于成都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

中心， 也可以拨打快贷便民金融热线：

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在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位希望贷

款的客户正在听该公司总经理何娟讲解

最新的银行政策。据了解，快贷中心推出

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 最低至5.7厘

的贷款利息， 品种有随借随还、3年先息

后本、住宅可贷十成、商铺可贷七成，以

及按揭车、按揭房可以轻松贷款等。

在实际业务中， 个别客户因为征

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部分银

行不能正常贷款。快贷中心会根据客户

的实际情况，在22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

最佳的贷款方案， 最高可以贷到十成，

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办理大额信用卡等

方式解决。

全款房、合同房 当天能拿到钱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全款房或者

合同房， 在快贷中心当天就能拿到钱。”

据何娟介绍， 快贷中心提供的短期应急

贷款，有速度快、额度高、方式灵活等特

点，“最快半小时就可以放款， 额度最多

可达评估价的100%，房产、汽车都能贷。”

无抵押轻松贷款200万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按

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合同证明

和稳定工作的凭证，就可以享受由快贷中

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为客户提供

贷款VIP服务，3天就能拿到贷款。

在快贷中心大厅，笔者遇到了做杂货

生意的周先生。他希望扩大门店，但不知

如何解决启动资金。正在纠结时，通过朋

友介绍 ， 周先生打通快贷VIP热线

028-66623666， 当天下午他就凭借按揭

车手续贷了30万元。通过实地调查周先生

的经营门店，快贷中心又追加了30万元贷

款，而且利息优惠了很多。

（文

/

张蒙）

快贷投资专栏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支付宝将在元

宵节期间推出一款固定收益为7%的保险理财

产品，首次直接涉足保险行业，截至昨日中午

预约人数已经超过11万。

此外，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旗下

的财付通相继公布了春节的一些数据，其中余

额宝在春节期间吸引了1200多万用户，而微信

红包被抢量达到4000万个。由此可见，互联网

企业在金融行业的创新已深深影响用户，而在

2014年一场对传统行业的“洗礼”也逐步拉开

大幕。

新的一年，无论是阿里巴巴的马云还是腾

讯的马化腾， 都在加速以移动支付为切入点，

逐步杀向线上线下一体的互联网新商业模式，

此外，百度、网易、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对金融

行业也虎视眈眈，近日小米科技注册成立小米

支付公司，也杀入互联网金融行业。这意味着

在2014年， 进入互联网金融的公司已不再是

BAT三巨头的“独角戏”。这不禁让人开始猜

想：2014年的金融行业， 互联网巨头还会带来

哪些惊喜？

互联网企业去年已进入保险业， 但只

是创新小险种的新型公司“小打小闹”，包

括去年“三马”（即马云、马化腾、马明哲）

合作发起成立了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众安保险，但众安保险定位是“服务互联

网”，保费收入规模有限，对于马云、马化

腾的“金融梦”而言，不过只是个小序曲。

昨日记者获悉，支付宝将在元宵节期

间针对余额宝用户推出预期收益率达7%

的保险理财产品。 据支付宝业内人士介

绍， 该保险理财产品的合作方为珠江人

寿，产品类型为万能险，投资年限为一年，

保本保底， 该产品的总规模为3亿元人民

币左右。

中国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曹

磊昨日向记者表示，虽然余额宝给6100万

户的用户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不同的用

户有着不同的财富增值需求，“该产品主

要针对那些有着相对长期理财需求、收益

较高且稳定的客户而开发。” 他认为，余

额宝是支付宝与基金公司的合作产品已

经吸引了普通理财客户，资金量已达2500

亿，而该产品是支付宝与保险公司的合作

产品，较高的收益率肯定会吸引“白领”、

“金领”级别的人士进入，这对银行的杀

伤力更大。 分析人士认为，“与余额宝类

似引起的‘宝宝大战’类似，该产品肯定

也会引发互联网同行的效仿”。

截至昨日中午，预约用户已经超过11

万，支付宝内部人士透露，不排除再增加5

亿~8亿元的额度。

近日， 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公开的

信息显示， 小米科技已于去年12月26日注

册成立“北京小米支付技术有限公司”，开

始进军移动支付市场。 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目前公司已处于“开业”状态，

主营电子支付技术、 支付结算技术及清算

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雷军亲自担任小米支付公司的法

人代表。

目前，小米公司的社交工具米聊，注册

用户已过5000万，目前还未进入金融产品，

小米MIUI产品负责人洪锋此前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称， 小米已经在业务内部打通虚

拟币流通，并和银行进行合作，将信用卡信

息绑定到手机上支付。 未来小米的支付体

系还是会围绕自己的生态圈展开， 其中移

动远程支付及移动近场支付两种模式都会

涉及。由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不排除小米

在获得支付牌照后跟基金、银行或保险公

司合作，推出相关互联网金融产品。

而在一年前，“社交金融” 可能还是

个概念，现在，它已经在与公众“亲密接

触”了，包括平安的“壹钱包”、微信支付

的“微信红包”。有人说，腾讯靠QQ用户

和微信发展社交金融，阿里则是凭淘宝商

户力推“往来”，平安依靠代理人的人海

战术搞“地推”，小米靠米粉来“米聊”，

社交金融的市场愈发火热。

新动作：支付宝涉足保险理财

猜想：互联网企业将加速保险业

A

新动作：小米成立支付公司

猜想：巨头酣战社交金融

B

新动作：传统金融公司触网

猜想：“互联网+”萌芽渐现

C

社交金融大事记

制图 帅灵茜

春节大假过后，民航客运迎来传统淡季，

各城市间机票价格纷纷开始跳水， 部分机票

便宜得超出乘客想象。

记者看到，2月13日成都飞重庆的机票只

要31元。 有网友调侃：“直接打个飞的到重庆

去吃老火锅。”

“一年中机票最便宜的时候”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包括携程网、去哪

儿网等订票网站上看到， 近期成都飞往热门

城市的机票基本都是特价，其中最低的为2月

13日成都飞重庆，低至0.6折仅要31元，算上机

建燃油费与一张成渝动车票的价格相差无

几。此外，成都飞南京2.1折，最低330元；成都

飞北京2.4折，最低350元；成都飞西昌1.8折，

最低213元；成都飞昆明2.5折，最低244元（以

上价格均不含税）。

“按照行业惯例，春节过后一直到清明节

是民航淡季，也是一年中机票最便宜的时候，

有些地方便宜得超出你的想象”，业内人士透

露，春节大假过后，因为在经历了“世界最大

的一次人流迁徙热潮”后，各种假期被透支，

加上新年伊始，需要投入更多工作精力，人们

出行需求降至一年最低点， 但是航空公司之

间的竞争却不会因为人们出行减少而放松，

反而更加激烈， 于是各种特价机票和超低折

扣成为这一阶段揽客手段。

不过成都商报记者也注意到， 航空公司

所推出的特价机票一般要遵循“三不”原则，

即不能退票， 不能更改时间以及不能更改航

段， 所以市民在购买特价票前一定要确定自

己的出行时间。

泰国游价格大降 散客也可落地签

记者还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在热门线

路中， 东南亚线路降价幅度较大， 降幅达到

50%，最高约降4000元。此外，成都去澳洲旅游

线路降幅也在4000元左右， 春节期间至少要

两万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旅游团”现

在只要1.5万元左右。

近期受到泰国签证政策的利好， 泰国游

更加方便。1月28日，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公

布了45个国家（地区）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

公民实施免签、落地签证政策，其中包括泰国

等旅游热门目的国。 目前这一政策已经得到

落实，喜欢自由行的市民去泰国，只要持有护

照和机票就能随时去泰国， 不需要提前办理

签证手续，到达泰国机场后可进行落地签。

昨日， 记者在泰国国家旅游局成都办事

处的官方微博上看到， 泰旅局已经对这一政

策进行了推广，泰国落地签所需材料为：填写

一张申请表，一张白底2寸照片；出示入境和

出境的机票； 半年以上有效期本人护照和护

照复印件一份。另外，需交纳签证费1000泰铢

（约合人民币185元）。 落地签在泰国停留时

间不超过15天。 四川上航假期副总张新民表

示，“以前落地签只有旅行社团队旅客才可以

办，现在散客也可以办落地签了，这将大大方

便自由行客人去泰国旅游。”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成都飞重庆最低31元 网友调侃打飞的吃老火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