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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委：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到 2020年移动支付等在农村地区普及应用

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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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日前，

华仁药业发布公告称，因标的公司即韩

后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韩

后”）

，涉及与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下属公司广告合同纠纷诉讼等事宜

尚未解决，经友好协商，双方决定暂缓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待条件成

熟，将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宜。

2018年10月16日，华仁药业首次发

布收购公告称，“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拟收购国内某知名化妆品企

业”。 当时经业内确认收购标的企业正

是韩后。 同年11月2日，华仁药业与韩后

签署了协议 ，并向韩后“掌门人”王国

安支付了3000万元股权收购诚意金，该

诚意金可转为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

分。 各方约定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6

个月内为排他期。

对于华仁药业公告所述的合同纠

纷， 经查阅公开信息后发现，2018年11

月1日，韩后作为被告，与广东华录百纳

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三起合同纠

纷参与庭审。

据了解，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与韩后、韩束、蓝月亮等多

个日化品牌均有合作。其中韩后冠名的

节目包括《女神新衣》、《最美和声》、《跨

界歌王》、《造梦者》。 2016年，韩后曾以

1.5亿元冠名《跨界歌王》。

华仁药业暂缓收购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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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昨日下午发布

公告，鉴于业绩亏损对公司经营、财务

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债券评级机构联

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合

评级”）

近日决定将贵人鸟之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以及“14贵人鸟”的债项信用

等级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

察名单。

1月31日贵人鸟发布公告， 公司

2018年净利润预计亏损6.4亿元至8.2亿

元。 主要原因包括：市场竞争加剧导致

贵人鸟品牌销售收入下降；2018年下半

年调整贵人鸟品牌业务销售模式，并按

原价回购尚未实现销售的商品约3.4亿

元。上述事项预计共减少本年度净利润

数约4.70亿元。此外，2018年公司因处置

控股子公司湖北杰之行预计减少本年

度净利润数约2.66亿元。

鉴于业绩亏损对公司经营、财务状

况可能产生的影响，联合评级决定将贵

人鸟之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以及“14贵人

鸟”的债项信用等级列入可能下调信用

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联合评级将持续

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资金流动性状况

以及偿债资金筹措进展进行关注，并与

公司保持沟通，以及时评估公司主体信

用水平及其所发行的“14贵人鸟”的债

项信用水平。

公告显示，2018年6月4日联合评级

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维持对公司“AA”

的主体信用评级， 评级展望维持“稳

定”；同时维持“14贵人鸟”“AA”的债券

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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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业绩预亏

或影响信用评级

三四线城市移动支付增长迅猛

支付宝数据显示国人春节境外消费升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昨

日， 支付宝发布今年春节期间的境外

移动支付数据。结果显示，中国人境外

消费升级趋势显著， 三四线城市人均

境外支付宝消费增长速度超过北上

广， 同时，60 后在境外使用支付宝的

人数增长了 1.3 倍， 逐渐和年轻人一

样有了“不带钱包”游全球的习惯。

支付宝数据显示， 尽管上海、北

京、广州、深圳是春节境外消费最多的

城市， 但三四线城市居民在春节出境

游消费数据中也相当引人注目， 境外

移动支付正在向下沉渠道拓展。 春节

期间， 全国人均境外消费增长最快的

城市是舟山，增长 55％；其次是潍坊，

增长近 50%； 增幅 40%以上的其他三

个城市分别是： 连云港（44%）、 金华

（43%）、吉林市（40%），明显超过了北

上广。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

的境外人均消费增长率分别是 27％、

30％和 24％。 同时，中老年人也正在成

为出境游的主力人群， 其中，60 后境

外游消费人数增长最多， 比去年同期

增长近 130%。

“我们看到了三四线城市居民和

中老年人在境外使用支付宝的高速增

长， 这说明境外移动支付正在快速普

及。“支付宝国际事业部总监陈嘉轶

说， 如今全球各地迎来了移动支付热

潮，支付宝已覆盖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春节期间，全球 100 个商圈还

率先成为中国游客的“不带钱包”出游

目的地。

春节前夕， 尼尔森联合支付宝

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出境游客使

用 移 动 支 付 的 交 易 笔 数 份 额 为

32%，首次超过了现金支付。 同时，

近七成中国游客到境外都已使用过

手机付款。

京东春节消费大数据显示

90后爱买“ 高单值”商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昨

日， 京东发布 2019 年春节假期里面

除夕到大年初五的平台购物数据。

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 ，客单价最高

的品类是 ：钟表 、手机 、珠宝首饰 、

电脑办公、服饰鞋靴。 而与去年同

期相比，客单价提升最为明显的品

类是 ：厨具 、本地生活/旅游出行 、

礼品箱包、家居家具家装、服饰鞋靴。

在这些品类上， 消费者在同类商品中

青睐购买更高端的品牌， 消费升级的

趋势最为明显。

春节少不了年夜饭和聚餐， 与去

年同期相比， 春节期间京东平台生鲜

销售额同比增长最快的品类是： 禽肉

蛋品、冷冻食品、海鲜水产。 在生鲜消

费中， 冷冻食品是销量冠军， 其中元

宵、火锅丸料、水饺都是销量走俏的商

品。 在水果中，橙子、苹果和橘的销量

最高。 在海鲜中，最受欢迎的是鱼类、

虾类和贝类。

春节期间，80、90 后用户是主力

消费人群，销售额占比超过 70%。 各年

龄段购买各品类商品销量占比来看，

90 后更加偏爱购买手机、 珠宝首饰、

钟表等“高单值”商品，90 后人群的销

量占比均超过 30%；80 后则偏爱购买

母婴类商品

（销量占比超过

66%

）

、汽

车用品和家用电器；70 后则在图书

（销量占比超过

38%

）

、 生鲜和酒类商

品上购买更多；50、60 后老年人则更

加喜爱购买农资园艺、 服饰和家居类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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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行网站消息，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

业农村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明确，到 2020 年，农村金融服务持续

改善， 基本实现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全

覆盖， 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在农

村地区得到普及应用。

《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0 年，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要实现金融精准扶贫

力度不断加大， 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

在贫困地区要优先满足精准扶贫信贷

需求； 新增金融资源要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 债券、 股票等资本市场服务

“三农”水平持续提升；农业保险险种

持续增加；农村金融服务持续改善，基

本实现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全覆盖，移

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在农村地区得

到普及应用。

《指导意见》指出，要积极引导涉

农金融机构回归本源； 明确重点支持

领域， 切实加大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增

加农村金融供给； 围绕农业农村抵质

押物、金融机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新

技术应用推广、“三农”绿色金融等，强

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更好满

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 充分发

挥股权、债券、期货、保险等金融市场

功能，建立健全多渠道资金供给体系，

拓宽乡村振兴融资来源； 加强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 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

态环境， 增强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承载

力和农村居民金融服务获得感。

《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多

渠道资金供给体系， 拓宽乡村振兴融

资来源。 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

市和挂牌融资。 在门槛不降低的前提

下， 继续对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企业

IPO、并购重组开辟绿色通道；鼓励地

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 用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支

持地方政府试点发行项目融资和收益

自平衡的专项债券； 加快推动农产品

期货品种开发上市， 创新推出大宗畜

产品、经济作物等期货交易，丰富农产

品期货品种。

《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货币政

策、财政支持、差异化监管等政策保障

体系， 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开展金融机

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 从定性指

标和定量指标两大方面对金融机构进

行评估，定期通报评估结果，强化对金

融机构的激励约束， 有效提升政策实

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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