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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隆“三三制”，解小微融资燃眉之急
王女士在上海从事年货经营。由于年

货的季节性强，所以每年一到囤货前后，她
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基本都是做批发，
利润要靠走量来获取。货源跟不上，生意也
就没法做。所以，资金到位一定要快。不
然，好的资源与赚钱时机很快也就错失了。”

王女士的资金需求从侧面反映了小
微企业贷款的最大特点——短、频、急。
一旦错过了生产、销售的最佳时机，贷款
也就失去了意义。

为切实解决小微融资难问题，立足小
微的泰隆银行创新推出“三三制”服务。
在这个服务下，泰隆可以对老客户做到三
小时放款、对新客户做出三天内给予明确
答复的承诺。“让贷款像存款一样方面，是

我们推行‘三三制’服务的初衷。”泰隆银
行相关负责人这样解释。

那泰隆银行为什么能做到“三三制”
呢？这主要是泰隆银行有一支比例超过全
行员工50%的客户经理队伍。他们通过每
天走街串巷地走市场、访客户，第一时间获
知企业的经营情况与贷款目的。同时，在
所有的调查中，企业主的人品被泰隆银行
放在的第一位。该负责人表示“小微企业
的事业实际上是经营者全家的事业。比如
很多夫妻店，老公管采购、老婆管销售。上
面还有老父老母，下面还有孩子读书。经
营赚的钱要赡养老人，还要交孩子学费。
所以，一个人品好的人不可能为了贷个几
十万，把全家的经济来源都弄没了。” 广告

中信银行积极开展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9月17日,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在全国正式启动。中信银行全面贯彻落
实人民银行各项工作部署及要求，充分利用
网点渠道、自媒体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普
及网络安全知识，受到公众好评。

本届宣传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活动主题，推进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报告、大数据安全、个人信
息保护等工作，发动全民广泛参与网络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
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在宣传周活动期间，中信银行全面贯彻落
实人民银行各项工作部署及要求，聚焦“增强支
付环境安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利用官
方网站、微博、微信、营业网点LED屏、多媒体播

放机、自助银行区、电子银行体验区、客户等候
区、高低柜台、公众教育区等电子、物理渠道,通
过电子显示、人员讲解、宣传展板、发放手册
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个人信息保护知识，揭露网络诈骗常用手段
和方法，提高社会公众防范网络诈骗意识与
技能水平。同时，突出宣传新兴金融科技在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创造安全支付环境中的
作用，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科技安全的信心。

一直以来，中信银行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工作，全力保障客户资金和个人信息安全，成
功堵截了多起电信网络诈骗事件。中信银
行表示，未来将持之以恒，积极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我国经济健康
稳定的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日
前发布2018年8月份上海市货币信
贷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 8月上
海市货币信贷运行平稳，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存款小幅增加，保证金
存款和个人大额存单增长；本外币
各项贷款增速平稳，个人住房贷款
增速回落。

具体来看，8月份，上海市中资
金 融 机 构 本 外 币 各 项 存 款 增 加
169.36亿元，同比少增709.13亿元；
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减少
75.09亿元，同比多减215.47亿元。8
月，全市本外币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
14.36 亿元，同比少增 40.49 亿元。
按贷款用途分，本外币房产开发贷款

增加50.88亿元，其中住房开发贷款
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分别增加18.45
亿元和 32.43 亿元，同比分别少增
48.02亿元和多增32.63亿元；保障性
住房开发贷款增加13.98亿元，同比
多增1.9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8月个人住房贷
款增速回落。8月份，全市新增个人
本外币贷款 304.07 亿元，同比多增
14.98亿元，其中个人本外币消费贷
款增加232.62亿元，同比少增24.35
亿元。按结构分，本外币个人住房贷
款增加51.34亿元，环比和同比分别
少增17.62亿元和38.94亿元，当月
增速4.2%，环比和同比分别回落0.3
和17.6个百分点；本外币个人汽车
贷款增加65.57亿元，同比少增47.27
亿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信银行
获悉，中信银行举行与中企云链
整体合作启动会。据悉，启动会
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总对总、分对分、点对点”的业
务 对 接 体 系 ，全 面 推 进 业 务 合
作。借助中企云链“产业互联网+
供应链金融”的独特创新模式，中
信银行将通过云链平台，将大企
业信用向上游供应链延伸，提供

融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目前，中企云链的布局已经覆盖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专业高效的
团队深入到全国各地，云链平台的创
新触角已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重
要行业，并为其注入“金融活水”。中
信银行表示，未来将与中企云链携手
前行，用“金融活水”服务实体经济，
开展普惠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融
资，共同实现“点信成金，链信未来”
的美好愿景。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在一拖再拖后，海航科
技75亿元收购当当网的交易会不会
生变？半年前当当网将被海航收购
的消息引发市场热议，一个是负债率
高达85%的传统企业，一个是风光不
再的互联网电商公司，虽然故事性十
足，但怎么看都问题不少。

那时还叫天海投资的海航系上
市公司公布了要收购当当网，在今
年 5 月 28 日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
明会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就此次高负债并购的合理性、标的
资产估值的公允性、重组交易的合
规性提出了多方面问题。投服中
心指出，预案披露，截至 2017 年 9
月30日，海航系上市公司天海投资
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5.12%，而当当
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负
债为 39.82 亿元。投服中心在重组
说明会现场提出，在自身负债较
高、偿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仍以
75 亿元高估值的价格收购资产负
债率如此高的标的公司是否合理；
如果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负债
结构会否对公司资金链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公司如何解决所面临的
财务风险。当时海航科技财务总
监田李俊说，“完成本次交易并不
需要支付现金，现金对价将通过募
集配套资金支付。收购完成后，公
司将进一步推动与当当的业务进
行深度融合，发挥协同效应，提升

公司整体现金流。”
投服中心还质疑，当当网的资产

业绩快速增长是否可持续。根据收
购预案披露，当当网2017年较2016
年增长172.2%。参考阿里巴巴、唯
品会、聚美优品等可比的电商行业公
司，2017年均未出现如此高的净利
润增长率。投服中心要求结合行业
情况，说明其业绩爆发式增长的原
因、合理性以及可持续性。投服中心
要求说明，在交易高估值且上市公司
本身累计高额商誉的背景下，不安排
业绩承诺或补偿的合理性，一旦标的
公司未来经营不佳，发生大额商誉减
值造成重大损失由谁承担。

如今天海投资早已经更名为海
航科技，但收购却还未如愿。而从海
航科技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回复上
海证券交易所《二次问询函》，其措辞
也在变化中，今年6月7日海航科技
第一次延期回复的理由是“涉及问题
中的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
和完善，并需相关中介机构出具意
见”。而最近一次9月13日延期回
复的理由已变为：“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自 2018 年 1 月启动至今历时较
长，目前相关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继
续推进本次重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
因素。”

海航科技披露 2018 年半年报
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501.54 亿元，同比增长 2.8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亏损 83
万元。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央行最新发布了今年
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问卷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
居民占26.0%，比上季上升1.3个百
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44.3%，比上季上升0.7个百分点；倾
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9.7%，比
上季回落2个百分点。城镇储户问
卷调查是央行 1999 年起建立的一
项季度调查制度，每季在全国50个
调查城市、400个银行网点各随机抽
取 50 名储户，全国共 20000 名储户
作为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偏爱的前三
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
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托产品”和

“股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
占比分别为 48.3%、21.2%和 17.3%。
被问及未来3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
项目，按照居民选择比例由高到低排
序为：旅游（30.7%）、教育（30.5%）、医
疗保健（26.3%）、购房（22.5%）、大额
商 品（20.4%）、社 交 文 化 和 娱 乐
（18.0%）、保险（15.4%）。

在物价和房价预期方面，问卷调
查显示，对下季度，物价预期指数为
63.7%，比上季上升2.7个百分点。其
中，31.8%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上
升”，50.7%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
7.2%的居民预期“下降”，10.3%的居
民“看不准”。对下季房价，33.7%的
居民预期“上涨”，45.9%的居民预期

“基本不变”，9.6%的居民预期“下
降”，10.8%的居民“看不准”。收入感
受指数方面，本季收入感受指数为

53.6%，比上季上升0.4个百分点。其
中，88.0%的居民认为收入“增加”或

“基本不变”，比上季下降0.5个百分
点。收入信心指数为52.7%，比上季
回落0.8个百分点。

同时还公布了第三季度企业家
问卷调查，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
数为 37.2%，比上季下降 2.9 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
点。其中，27.7%的企业家认为宏观
经济“偏冷”，70.3%认为“正常”，
2.0%认为“偏热”。企业家信心指数
为 71.1%，比上季下降 4.7 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2.4 个百分
点。经营景气指数为56.9%，比上季
下降 1.5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
高1.5个百分点，其中，26.5%的企业
家认为本季企业经营状况“较好”，
61.0%认为“一般”，12.6%认为“较
差”。盈利指数为 58.9%，比上季下
降 0.8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1.3个百分点，其中，38.8%的企业家
认为比上季“增盈或减亏”，40.1%
认为“盈亏不变”，21.1%认为“增亏
或减盈”。

而第三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
告称，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35.5%，比上季降低 6.7 个百分点。
其中，68.6%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
经济“正常”，比上季降低12.4个百
分点；30.2%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
经济“偏冷”，比上季提高12.9个百
分点。对下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
热度预期指数为38.2%，高于本季判
断2.7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
信心指数为69.5%，比上季降低11.7
个百分点。

8月上海个人房贷增速回落

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45.9%居民预期房价基本不变

银行携手中企云链
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传统企业收购互联网电商
75亿元的交易会不会生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