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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正在给参与天猫双新金融正在给参与天猫双1111
的商家们带来新的的商家们带来新的““生意经生意经”。”。

西湖做生意的天猫商家余雪西湖做生意的天猫商家余雪
辉一边拿着网商银行的信用贷款辉一边拿着网商银行的信用贷款，，
进了一批小家电进了一批小家电；；一边在自己的天一边在自己的天
猫店上开通了免息分期猫店上开通了免息分期，，吸引消费吸引消费
者购买者购买。。余先生盘算着余先生盘算着，，有了这些有了这些
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工具，，今年双今年双1111自己能多自己能多
卖卖5050%%。。余雪辉成为天猫双余雪辉成为天猫双1111这场这场
消费拉动的盛宴中消费拉动的盛宴中，，善用新金融的善用新金融的
万千小商家之一万千小商家之一。。

昨日昨日，，网商银行发布了网商银行发布了《《天猫天猫
双双1111贷款报告贷款报告》，》，报告显示报告显示，，今年双今年双
1111，，中小商家贷款需求极为旺盛中小商家贷款需求极为旺盛，，
仅网商银行与其合作机构仅网商银行与其合作机构，，累计放累计放
款金额就将达到款金额就将达到30003000亿元亿元，，同比增同比增
长长5050%%，，中小商家认为贷款可以有中小商家认为贷款可以有
效促进自己的生意效促进自己的生意，，7070%%商家认为商家认为
付付11元利息可以换回元利息可以换回22元利润元利润。。

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是，，虽然双虽然双1111贷款累贷款累
计总资金量达到计总资金量达到30003000亿亿，，服务商家服务商家
数超过数超过300300万万，，但是网商银行却只投但是网商银行却只投
入了入了2020人人。。网商银行行长金晓龙说网商银行行长金晓龙说，，

““科技是最大的功臣科技是最大的功臣，，如果是如果是2020个个
信贷员信贷员，，完不成这个任务完不成这个任务，，但是但是2020个个
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就可以完成就可以完成。”。”

天猫双11“支持花呗”成最新店招 商家最新生意经“出炉”
——网商贷助力多备货，花呗助力多卖货

本赛季中甲联赛结束，四川尖
庄遗憾获得中甲第14位，不得不在
11 月 6 日与 10 日同中乙第五名河
北精英进行先客后主两回合甲乙
附加赛，争夺一个下赛季中甲联赛
的名额。

由于中甲最后一轮四川尖庄
崩盘般的表现，加之中甲升降级附
加赛无法使用外援，外界普遍不看
好四川尖庄。俱乐部总经理马明宇
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

“俱乐部每一个人都未放弃，现在
才是真正考验球队的时候，球队上
赛季能以中乙冠军升级说明了球
队的实力，我们已认真地为这场比
赛进行了准备，球队11月4日飞赴
秦皇岛，我也将于比赛当日去为球
队加油。”

不过，四川雷霆球迷联盟发布
公告称：本赛季结束，雷霆球迷联
盟将退出凤体看台，并感谢四川
隆发俱乐部近年来对球迷组织的
支持。这也意味着，11 月 10 日的
主场比赛，将是雷霆球迷联盟最
后一次为四川尖庄加油助威，未
来将何去何从暂未透露。

马明宇对此表示：“球队此前
战绩不佳，我们也理解和尊重球迷
协会的选择，现在保级对球队而言

是最重要的，保级成功后，再去总
结球队之前的问题。”

四川尖庄与河北精英曾有过
交手，2015赛季，中乙联赛季后赛8
强，四川鑫海达（四川尖庄的前身）
遭遇河北精英。最终凭借王鑫政的
客场进球，四川鑫海达 1 比 1 战平
河北精英，回到主场两队互交白
卷，四川鑫海达最终晋级。

四川尖庄是去年中乙冠军，
河北精英是本赛季中乙联赛第5。
此次附加赛先客后主的赛程对于
四川尖庄非常有利，在客场只要
一个有进球的平局，回到主场0比
0 就能保级成功。去年的附加赛，
在没有两大外援的情况下升班马
梅县铁汉（广东华南虎）面对陕西
大秦之水依然全面占优，最终战
胜对手。这也说明，即使没有外
援，中甲联赛的锻炼能够给球队
带来丰富的经验，不要忘了，四川
尖庄球员渠成曾是上赛季中乙金
靴，即使四川尖庄不能上外援，球
队也不乏火力点。这些经验和优
势，会让四川尖庄在与河北精英
的中甲升降级附加赛中发挥巨大
的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
鹏 何鹏楠

师徒二人彼此欣赏

这个绳结的起始是在25年前，
那时卡纳瓦罗还非常年轻，当时他
还在那不勒斯梯队中就已经表现
出了惊人的天赋。那时里皮也才拾
起教鞭不久，也才40岁出头。他也
是在那不勒斯执教崭露出出色的
执教能力，才被尤文图斯看上，继
而征服世界的。

两人认识之后关系就非常融
洽，但真正升华到牢不可破要到
2006年世界杯上。两人都是意大利
国家队的灵魂：一个是球场上的，
另一个是教练席上的。两人互相欣
赏、尊重、拥抱彼此。里皮总是说：

“如果现代足球还有一个忠诚、正
直、优秀的球员，那么这个人就是
卡纳瓦罗。”里皮多次在大学里做
讲座时解释他的国家队为何如此
强大，“因为法比奥（卡纳瓦罗）是

一个冠军球员，他是一个真正的冠
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为他的
球队付出所有。”

卡纳瓦罗也毫不吝惜对恩师的
赞美。如果那不勒斯给了他生命，那
么尤文图斯就是他职业生涯的伟大
成就，而意大利国家队则让他站在
了巅峰。他在柏林代表意大利队举
起了大力神杯，他喜极而泣，“里皮
对我而言是特殊的教练。我曾经师
承过很多伟大的教头：马莱萨尼、萨
基、卡佩罗、安切洛蒂等。但是没有
人比里皮教给我更多。”

两人曾经各自为战

这当然是因为里皮把卡纳瓦
罗带成了一个世界级球员。卡纳瓦
罗上演意甲首秀时，那不勒斯的教
练还是奥塔维奥·比安奇，不过后者
随 后 把 他 放 在 了 替 补 席 上 。
1992-1993整个赛季，19岁的卡纳
瓦罗一共只打了两场意甲比赛。第
二年，里皮来了，卡纳瓦罗的上场数
据飙升至27场。他的搭档是另一个
那不勒斯人费拉拉，后者也成为了
里皮的门徒。里皮把卡纳瓦罗打造
成了伟大的中后卫，反应迅速、头球
能力强、很难摆脱他的盯防。赛季结
束后，里皮确定去尤文图斯执教，卡
纳瓦罗也想随恩师而去。但是由于
那不勒斯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他被球队卖给帕尔玛，在那里他遇
上了布冯和图拉姆，三人组成了至
今为止最牢不可破的防线。

当时，由于各自代表的球队不
同，在两队交锋时，里皮和卡纳瓦
罗成为了“敌人”。这在竞技层面是
可以理解的，比如说，1999年，里皮
因为带领尤文图斯不敌帕尔玛而
辞职。后来，卡纳瓦罗去国际米兰

待了几个赛季，里皮二进宫尤文图
斯时，两人又成为了“敌人”。虽然
在竞技场是敌人，但是两人在私下
从未断了联系。他们彼此尊重，总
是找机会聊天，他们心里都明白，
两人总有一天会重聚的。

携手站上世界之巅

那一天终于来了。那是2004年
欧冠结束之后，卡纳瓦罗离开国际
米兰、加盟尤文图斯。说到这桩转
会，国际米兰球迷至今都非常气愤。
因为当时俱乐部主席莫拉蒂认为卡
纳瓦罗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尾声
了，于是就牺牲他去交换乌拉圭守
门员法比安·卡里尼。神通广大的尤
文图斯经理卢西亚诺·莫吉听到了
这个消息，马上联系了卡纳瓦罗，让
他离开国际米兰、来到斑马军团。卡
纳瓦罗的到来让里皮的尤文图斯
如虎添翼。他加盟后的20场比赛，
19场都是首发中后卫。

其实里皮执教的球队中，卡纳瓦
罗只有两次被换下，还有一次是在友
谊赛中。那是意大利队对阵白俄罗斯
队的友谊赛，里皮让卡纳瓦罗首发
担纲右后卫，不过后来，他发现只
有中后卫才是最适合他的位置，他
的搭档则是内斯塔或者马特拉齐。

在球场上，卡纳瓦罗就是实际
上的“主教练”，里皮非常信任他，
给他赋予了更多角色。当时，里皮
让记者们观看国家队训练课，我们
都还记得里皮是如何朝他的球员
们吼叫的，“说出来！喊出来！你们
要互相充分沟通！才能帮助自己！”
卡纳瓦罗就是一个爱在球场上叫
喊沟通的球员，里皮当时就坚信，
卡纳瓦罗将来会是一名主教练。

在德国世界杯夺冠之后，里皮

第一句话就是赞美卡纳瓦罗和布
冯，“当格罗斯跑向点球点时，我想
这就是世界杯啊。我们的胜利是因
为我们拥有两位世界上最好的防
守球员，他们就是卡纳瓦罗和布
冯！”当大家此前都士气低迷时，只
有卡纳瓦罗对胜利坚信不疑，他总
是在国家队用那不勒斯谚语“把他
们打败”给队友们打气。

中国续写师徒情缘

在那之后，两人再次分道扬
镳，里皮离开了国家队，卡纳瓦罗
也离开了因为电话门被罚降级的
尤文图斯、转而加盟皇家马德里。
不过两年后，里皮再次成为意大利
队主教练，而如果卡纳瓦罗重回意
甲显然更利于国家队的状态。因此
2009年，意大利队的队长再回尤文
图斯，一切都是为了南非世界杯。

但是毕竟里皮的老兵们年纪
大了。虽然他还是召回了所有的柏
林夺冠时的队员，但是球员们的状
态已经不同往日。卡纳瓦罗当时也
已经36岁了。从现在来看，当时的
球员们只有皮尔洛还在巅峰状态，
其他人都明显老了。卫冕冠军在小
组赛就被淘汰了，当卡纳瓦罗在代
表国家队的136场、也是最后一场
比赛被斯洛伐克前锋过掉时，大家
都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两年后，里皮选择来中国执
教。而当时，卡纳瓦罗也已经挂靴，
决意要成为一名教练。于是两人一
拍即合，在广州又延续了两人的师
徒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撰稿
人 法比奥·里卡利（《米兰体育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
敏娟 策划/编译

余雪辉是一个“厂二代”，也是中
国的第一代网商，在他的老家浙江慈
溪市，小家电是最大的产业，大部分企
业都是以代工为主，外贸出口的比例
也很高。2000年，他听朋友的建议，知
道了刚建立不久的阿里巴巴网站可以
免费接外贸生意，没想到很快意外接
到了订单，他的工厂也成了当地第一
波走出国门的工厂。

“在网上做生意，怎么找客户、产
品怎么卖、资金怎么来都是大问题。”
余雪辉说，那时候去银行贷款，不仅职
业没有网商这个选项，连个体户也是
不能填的。

“有了这么多年的制造能力和产
品能力的积累，能否抛开价格战，去
寻找一条新的更有价值的道路呢？”
余雪辉在2017年年底来了一个大转
身，推出了一个针对中国内需市场和
消费升级的新项目，做高颜值的自主
品牌小家电。

不过这也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

资金，电商运营提出了天猫贷款，结果
很方便就拿到了一笔资金，虽然资金
额度还不大，但是很方便，可以灵活配
合营销计划的推进，而且可以随借随
还，借1天、2天也可以，这对于工厂来
说，节省了很大的资金成本。“当时不
知道这个背后就是网商银行提供的贷
款，只知道是阿里能给自己借钱了，特
别有靠山的感觉。”

资金支持让他更敢于放开手脚去
尝试很多新的东西，余雪辉与朋友合
作的品牌，主打高颜值的原创小家电，
产品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原来工厂只
能赚一点点加工费，现在原创产品销
售价格已经超过了一些知名品牌。

今年双11开始前，他就用网商银
行的信用贷款，投入新品开发，研发了
一款高颜值的三明治早餐机。预售以
来，又通过免息分期等方式，吸引消费
者购买。目前这款早餐机的预售销量
已经是预计的2倍多，“因为卖得太火
爆，现在都已经货源告罄。”

余雪辉并非个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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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码
商，自从有了网商贷让她这样处在大
山里的“草根一族”也能享受到普惠金
融的便捷。2012年以来，在网商银行贷
款累计高达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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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万，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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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商银行的贷款数据还显示，越来
越多的下沉市场享受到了数字经济红
利。今年双11，贷款金额增长最快的前
五大省份，分别是云南、广西、贵州、内
蒙古、江西。小镇商家的崛起，背后往往
是当地区域产业带的崛起和发展。

金晓龙说，今年网商银行格外重
视对产业带的支持，产业带既是小微
企业密度极高的地方，也是未来中国

“新制造”崛起的土壤。他透露，备战双
十一期间，已经有超过70%的产业带商
家使用了网商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

今年成都人杜宏在天猫双11
期间拿花呗囤了不少飞猪的酒店
预售产品，“全部都是花呗囤的五
星级酒店近半年的房券，拿来防身
用啊，我这个酒店控完全是刚需，
关键是还能提额，现在额度都达到
了1万5了。”不止飞猪平台，包括天
猫上众多商家都开通了花呗免息
分期，这成为今年双11最大的支付
亮点。

移动消费的“渗透”到商家端，
今年双11商家的店招明显有了新
动作——“本店可用花呗”。作为支
付宝的服务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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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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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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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金服数字金融总裁黄浩
认为，花呗帮助消费者缓解了当期
支付的资金压力，让用户能够获得
更优质的商品和生活，因此会成
为消费者喜爱的支付方式。而且
用户的消费非常克制，花呗的户
均账单额度仅为900元。而对于商
家来说，消费者喜爱就是最大的
动力，开通花呗能够提高交易额，
帮助商家更好地做生意。

天猫公布的数据显示，商家
开通花呗以后，交易额平均可以
提高38%，交易用户则可以增加
32%。据了解，在天猫双11预售期
间，花呗分期拉动交易额最快的
类目是个人清洁、宠物商品和保
健食品，拉动幅度分别达到了20
倍、5倍和4.6倍。

“考虑到商家和消费者的旺
盛需求，此次天猫双11，蚂蚁金
服还做了两个新的尝试，一是试
点24期分期免息，在天猫上，有
超 过 600 万 商 品 开 通 了 这 一 试
点；二是尝试消费贷款产品——
借呗的场景化，例如在居然之家
等家装场景提供专项贷款，确保
消费信贷去向可控。”黄浩坦言，
这样的安排仍然没有满足市场
的需求。

支付宝客服人士透露，双11
前夕，商家要求开通花呗、消费者
希望用花呗付款的需求明显增
加。事实上，与消费者对花呗类消
费信贷服务的巨大需求相比，我
国消费信贷的可获得率却并不
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

《2019中国消费金融行业发展报
告》显示，我国6成的成年人无法
从传统金融机构处获得消费信贷
服务。西南财大的调查数据也显

示，中国家庭消费信贷参与率仅
为13.7%，更多中国人贷款是为了
买房，而不是为了消费。

黄浩表示，在消费信贷领域，
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还存在巨大
差距。“一个平台的力量是有限
的。”黄浩认为，要满足大众对消费
信贷的需求，需要更多金融机构参
与进来。双方在资金、流量、技术和
数据上优势互补，通过联营但又独
立风控的方式，去推动这个市场健
康、稳定地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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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让双11真
正成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
推动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
健 胡沛

“本店可用花呗”成新招牌
商家开通花呗拉动销售增38%

四川康定一商家网商贷款4000多笔，销量增长500%
双11备战中小商家户均贷款高达七次

消费金融市场需求未满
蚂蚁金服倡议行业提升社会责任

杭州“厂二代”用好网商贷和花呗两大法宝
成天猫双11“新金融”新样本

四川尖庄今日在客场打响保级附加赛

马明宇：俱乐部每一个人都未放弃

专栏 里皮为何走到哪里都带着卡纳瓦罗？

马塞洛·里皮和法比奥·卡纳瓦罗两人就像被绳结牢牢捆绑在一
起，从那不勒斯到意大利国家队，到如今在中国，两人都紧密无间。

川足球员志在保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