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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自从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作的余额

宝“走红”之后，基金公司纷纷扎堆拥抱

“互联网”。近日，多家基金公司暂停与支

付宝在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渠道上的合

作。基金公司认为“支付宝要价太高”。但

支付宝回应称，并不存在支付宝“强收”

手续费或者“痛宰”基金公司的情况。

或因支付宝对货基债基收手续费

近日业内有传闻称，多家基金公司正

在计划暂停与支付宝的合作。据成都商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自3月下旬开始，至少包

括国金通用基金、信诚基金、兴业全球基

金、华夏基金、博时基金、海富通基金和易

方达等在内的7家基金公司均发布公告，

表示旗下部分基金暂停通过支付宝渠道

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服务，其

他渠道的操作不受影响。 根据公告来看，

目前暂停通过支付宝渠道申购的都是货

币基金和债券基金。不少基金公司的从业

人员都直言是由于支付宝要求增加各家

公司在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的手续费。

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电商部门的工作

人员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一般第三方支

付公司对于普通基金收取6‰的手续费，

同时向基金公司收取3‰~4‰的手续费。

但由于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的利润

较薄，第三方支付公司一般不对货币基金

和债券基金收取费用，而支付宝在和基金

公司谈判时“非常强势”。“支付宝如此要

价，基金公司只能暂停和支付宝合作。”一

位第三方支付公司负责人表示。

支付宝称新模式降低基金公司成本

对此，昨日下午，支付宝方面进行了

情况说明，称并不存在支付宝“强收”手

续费或者“痛宰”基金公司的情况。

支付宝方面称，2015年初， 支付宝就

调整基金支付技术服务费标准与基金公

司进行了沟通，商定所有基金支付技术服

务费统一按流量收取。相比调整前，支付

宝对权益类基金的支付技术服务费标准

大幅下降了一半，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而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则从原来的按照存

量计费改为按流量计费。

支付宝方面告诉记者，做出上述调整

是为了计费模式更加简单、透明，这也是

综合考虑银行支付成本和基金行业现状

后的正常调整。同时，此举实际上降低了

基金公司的支付成本。

“支付技术服务费是支付公司向基金

公司提供服务后正常向其收取的费用。我

们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用户对此无需

担心。”支付宝方面表态。

基金公司或将强化自身网上平台

“由于各家基金公司不愿‘被宰’，目

前只能暂时舍掉与支付宝的合作。从公司

利益和投资者收益的角度出发，基金公司

会强化自身网上交易平台。” 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

据悉，目前基金公司除了传统的柜台

交易外， 自己也都开通了网上交易平台。

通过网上交易，投资者一般在申购基金时

会获得相应的折扣，如嘉实、广发、中海等

基金公司推出的“0手续费”申购网上指

定开放式基金；易方达、富国、南方、招商、

万家、国联安等基金公司直销申购费用打

一折；还有很多基金公司网上申购是打四

折或者七折。

“在如此低廉的申购费之下，如果支

付通道再‘割一刀’，势必要损害投资者

或者是基金公司的利益。” 某国内大型基

金公司电商渠道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公司

利益和投资者收益，基金公司将有可能会

强化自身的网络交易平台建设，调整直销

网上交易费率折扣等，不再受制于第三方

支付平台。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杨舸

从电器扩展到全品类经营，苏宁的

步伐越来越快。但现在苏宁还要将它的

“苏宁超市”在全国遍地开花，矛头直

指传统商超。昨日，苏宁在南京总部召

开苏宁超市全球供应商大会，宣布互联

网超市战略， 并预计今年实现900%增

长率。

1600个线下门店“虚拟出样”

昨日，苏宁COO侯恩龙透露，苏宁开

通超市业务仅一年， 超市业务已成为苏

宁增长最为迅速的板块。2014全年苏宁超

市业务增长192%。

所谓的苏宁超市包含线上平台、线

下门店两个渠道，苏宁超市总经理万明

治表示， 线上平台主要基于苏宁易购，

线下则在苏宁广场主力店、微型广场店

和苏宁易购服务站采用“实体+虚拟出

样” 模式。 实体超市并不意味着 “囤

货”，“虚拟出样” 则是通过各种展示

手段，让消费者滑动手指，在屏幕上看

到商品实景图、商品简介、甚至虚拟佩

戴效果，依托苏宁目前在全国的1600多

家实体门店开展“店中店”的同时，电

脑端、手机端、电视等都将成为苏宁超

市的入口。

不过， 苏宁超市目前仍以线上为

主，只在少数地区开设了精品超市实体

店。成都商报记者还获悉，位于成都苏

宁广场的苏宁超市实体店“五一”前后

亮相。

增加用户黏性 为线上销售引流

在各路电商冲击之下， 传统超市行

业近年步入缓慢增长期。 据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的统计，2013年，超市企业销售增

长8.5%，低于百强平均增幅1.4%。

其实早在2013年，苏宁就提出了从家

电类向“全品类”发展的经营战略，超市

业务也被外界解读为苏宁对全品类战略

的进一步升级。万明治昨日表示，2015年

苏宁超市将重点布局农村电商和虚拟超

市，在生鲜电商、地方特色食品、进口食

品和包销定制四个方面突破， 实现在规

模方面的拓展，达到自营商品数量翻番、

商户数量增长300%的目标。

苏宁COO侯恩龙表示，2015年，苏宁

将加速电子商务向三四级市场的渗透工

作，全面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实

现苏宁超市向三四级市场的覆盖，抢占农

村千亿级电子商务市场。苏宁超市总经理

万明治则介绍，2014年9月， 苏宁经过3天

线上预售，帮助渭南农户“消化”了12400

多斤来不及采摘的葡萄。一方面，苏宁超

市将通过专业采销体系，把大量优质商品

带到农村，同时，苏宁超市将加大与农户、

农产品种植基地的源头合作，将市场需求

通过大数据更准确地反映给农户， 实现

C2B的定制包销。

苏宁计划，2015年将建成1500家苏宁

易购服务站， 未来5年计划建立10000家，

这些服务站将深入乡村， 从渠道上打通

“农村电商”的壁垒。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帮你快速贷款———品信

当天能放款 银行利息8折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

钱又轻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

馆对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

融专业贷款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品

信）表示，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

往品信了解， 也可以拨打便民贷款

服务热线86203336咨询。

贷款利息低至

5

厘，抵押放大

150%

品信总经理杨总表示，品信致

力打造首个成都市利息低、放款快

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根据最新的

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

率20%， 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厘，最

快一天放款，还款方案多样。年限

高达30年， 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

150%。而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

款更快。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

者购买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

款。免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

受超低银行利息。” 业务主管罗勤

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因为征

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

行不能正常贷款。 品信会根据客户

的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

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品信开通的

绿色通道凭借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

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而

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

押房（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

款担保申请快速借款， 当天就能拿

到钱；企业和个人贷款垫资过桥，额

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通过朋友

介绍， 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拨通了

品信贷款热线：86203336，当天下午

就贷到了300万元。

品信专栏

苏宁发力超市业务 买日用品先到门店看照片

自称不愿“被痛宰”

多家基金公司暂停部分基金与支付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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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作为2005年上海马拉松冠军，韩刚以前做运动

员时就到全国各地参加过马拉松赛，此后当四川马

拉松队教练，依旧是带着队员征战全国各地马拉松

赛，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可昨天，韩刚仍被都马赛道

深深吸引， 本来只需负责试跑前准备活动的他，竟

率先迈开脚步，与跑友们一起跑动起来。

4月18日就将举行的2015成都·都江堰双遗马

拉松分为全程和半程， 也就是说， 至少得跑20公

里，与这次试跑相比，强度显然更大一些。“所以参

加比赛的跑友一定要重视赛前准备活动。 我的专

业建议是，最好是先活动一下踝、膝盖等关节，再

慢跑几分钟，然后对身体进行拉伸，这个环节是非

常重要的。如果体能比较好的，不妨在起跑之前先

来几组加速跑， 这样有望尽量避免起跑后速度较

快而造成肌肉拉伤， 受伤的主要原因都是身体没

有充分活动开啊。”韩刚详细地介绍道。由于今日要

带队员到天津参加比赛以及参加随后的集训，韩刚

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参与到4月18日的都马比

赛中， 不过他强调说：“我会争取看能不能请到假，

因为这里环境确实很适合跑步，很有意思。”

事实上，参与昨日试跑活动的跑友远不止现

场的近20位，截至昨日下午5点，成都商报体育部

微信公众号就收到了上百人发来的4.18公里截

屏， 他们都是参与本次试跑线上活动的跑友，其

中不少人在昨日凌晨就跑了起来。 微信名为Mad�

young的跑友昨日凌晨00：37分发来跑步线路截

屏同时留言感叹说：“我是第一名吗？我就是这么

拼。不得不说外面还下着雨，我都成落汤鸡了。”

根据本次试跑线上活动规则，前30位发来符合规

定截屏的跑友将获得价值超过200元的都马纪念

衫一件， 今日将在成都商报体育部微信公众号

“成都商报体育部1401”上公布具体名单，请继

续关注。

跑友：

环境太美

我不敢看

春雷夜雨，竟

没能让成都的气温

降下来， 昨日成都

又迎来一个类似夏

天的艳阳天。不过，

并非成都所有地方

都是“火辣辣”的，

昨日上午在2015

成都·都江堰双遗

马拉松组委会的精

心安排下，近20名

跑友跟着四川马拉

松队主教练韩刚进

行了都马赛道试

跑， 都江堰独有的

清新空气和非常适

合跑步的气温、环

境， 一下子点燃了

大家的运动激情，

现场热闹非凡。

4月18日，你约了吗？现在，2015

成都·都江堰双遗马拉松组委会正

式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跑友发出邀

请———请和都马一起跑起来， 不受

任何地理和时间的限制。 因时间和

位置的原因，未能报名的跑友们，都

江堰双遗马拉松与咕咚合作， 发起

了“都马！你没有错过”线上马拉松

活动。2015成都·都江堰双遗线上马

拉松于昨日在咕咚APP上正式启动

报名， 参与者可通过指定咕咚APP

（一款手机跑步软件）报名参加，报

名时间将一直延续到4月18日比赛

当天。只要你在4月18日当天按规定

完成比赛， 就有机会获得都马完赛

纪念牌一枚，很有意义哦。

“因为线上报名的人数是不受

限制的，也是不可预估的，所以之前

我们考虑以抽奖方式给参与此次线

上马拉松赛的跑友颁发完赛纪念

牌。现在有新的变化，为照顾到更多

的跑友，我们决定，跑完5公里的跑

友即可参与抽奖的方式不变， 完成

半马20公里的跑友， 我们全部颁发

完赛纪念牌。” 都马的工作人员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

这次线上马拉松， 实现了彻底

与“受时间、地点限制”说再见，想

与都马完成线上邂逅的跑友们，现

在就可下载咕咚APP， 进行都江堰

线上马拉松的报名。线上报名以及4

月18日当天参与流程为： 下载注册

咕咚APP；点击底部菜单找到“乐活

动”栏目；再找到并点击“都马！你

没有错过”；选择你要参与项目5公

里或者是20公里， 点击 “我要报

名”，好了，恭喜你报名成功。而在4

月18日当天开跑前一定记得登录咕

咚点击“运动”，并在跑步结束后上

传数据，点亮“2015成都·都江堰双

遗线上马拉松”虚拟奖牌，这样成

绩才会被录为有效。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四川马拉松队主教练韩刚

亲自带队试跑都马赛道

昨日上午9点，近20名跑友和四川

马拉松队主教练韩刚准时在都江堰凤

凰体育场集合， 然后乘坐指定车辆到

达青城山脚下。2015成都·都江堰双遗

马拉松试跑活动就在这里进行。

刚抵达青城山脚下， 青城山的宜

人景色和清新空气就让跑友们兴奋不

已，拿出手机一通海拍，并得意地传到

自己的朋友圈中，“就是想先来感受一

下赛道，来了以后对4月18日当天的比

赛更期待了， 这里的空气的确很适合

跑步。” 一位跑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据了解， 参加这次试跑的跑友都是已

经成功报名本次都马的跑步爱好者。

在韩刚带领下， 穿着统一印有都

马LOGO短袖T恤的跑友们很快完成

了跑前准备活动， 都马试跑活动在跑

友们的欢笑声中掀开序幕。 根据活动

安排， 跑友们要从游客中心跑到建福

宫，然后再折返回来。“之所以把专业

队教练韩刚邀请过来带领跑友试跑，

就是希望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大

家， 都马赛道无论从环境还是空气质

量都很适合跑步运动。” 赛事总监杜

鹏表示：“这次试跑活动也是让跑友

们提前感受到都马赛道的魅力， 让大

家拥有亲临自然， 回归大自然的美妙

感受。”

都马组委会的这次精心安排，得

到了参与试跑活动的跑友们的一致点

赞。18岁的张燕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赛道环境特别棒，很容

易调动起我的情绪， 整个体验过程就

一个字———爽！” 站在张燕身边的另

一位跑友更是改用了一句时下流行

语， 说道：“别个都说画面太美不敢

看，这里是环境太美不敢看，哈哈，因

为我得专心跑步啊！”

试跑体验：就一个字———爽 韩刚支招：比赛起跑前先加速跑

都马线上跑

想跑你就来

只要完赛就有机会获得奖励

参 加

2015

成都·都江

堰双遗线上

虚拟马拉松

的跑友请先

下 载 咕 咚

APP

。

昨日，青城山下，选手试跑都江堰马拉松路线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参加试跑的选手在教练的带领下热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