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财金周刊

Finance Weekly

2019.10.21��星期一

B

责编：李桂清 美编：林燕芳

第八届金狮奖金融行业风云榜评选启动

从10月中旬开始将历时3个月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金彩耀羊城，狮啸起风云。 日前，由

信息时报主办的第八届金狮奖金融行

业风云榜评选正式拉开帷幕。 信息时报

珠三角金融行业金狮奖评选开端于

2012 年，一直以来，金狮奖与金融行业

共生共荣，至今已走过第八个年头。 金

狮奖评选活动主要面向珠三角地区的

金融行业，每年都有上百家金融企业报

名参与角逐， 成为珠三角地区涵盖银

行、保险、基金以及新金融等行业共同

谱写的“年终大戏”。

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金融行

业评选盛事

作为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金融

行业评选盛事，金狮奖旨在以行业的视

角剖析当下金融热点和业态，为这一年

以来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为金融建设

发展做出贡献的机构给予表彰与礼赞。

金狮奖评选的奖项设计独具匠心，主要

从目前金融企业关注的服务、 创新、社

会责任、品牌、产品等多方面、多层次设

立奖项，奖项分为银行、保险、基金以及

新金融的四大金融细分组别。

奖项不仅有核心竞争力、社会公益

等年度大奖，还有产品、服务等单项奖，

同时奖项更根据当下行业热点进行升

级调整，其中智能服务类、普惠金融类、

品牌形象类、最佳产品类等奖项吸引各

行业金融机构激烈角逐。

银行业今年创设多项单项奖

入围评选企业由金融机构自荐及

业界专家、资深记者团推荐，相关奖项

的名单由专业评审团、大众评审团进行

投票，在多重环节评选和综合测评后揭

晓最终大奖，体现评选公正。 而经评选

出来的获奖机构均为金融业中的标兵，

同时也成为各大机构及广大市民借鉴

参考的榜样。

以金融行业的主体银行业为例，近

年来普惠金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

高度。 各大银行业纷纷“出招”，以践行

普惠金融为己任，用实际行动为金融的

普惠性做出贡献。 信息时报金狮奖紧紧

跟随业态，设立了“最佳普惠金融银行”

奖项；2019 年正是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

年，金狮奖也增设“年度最佳精准扶贫

银行”奖项；在 ETC 攻坚战如火如荼地

进行时，创设“年度最受车主欢迎粤通

卡”、“年度最‘抵’粤通卡”等单项奖。

本届信息时报金狮奖活动将历时 3

个月，从 10 月中旬开始，包括启动期、

评选期、专题特刊以及颁奖典礼四大阶

段。 在经过前期预热宣传后，评选期中

将按奖项类型在报纸、网络、微信等渠

道进行投票和评选，同时配合以信息时

报为主进行系列性专题报道和行业专

业化分析栏目，最终在颁奖礼上揭晓获

奖者。 此期间信息时报将持续对金狮奖

盛典进行系列宣传与报道。 谁将加冕金

狮荣耀？ 敬请拭目以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潘敬

文 ）

近日， 微信钱包入口上线新功

能———银行储蓄功能。 据悉该功能目仅

对部分用户开放，用户只要同意“工商

银行定存相关协议”可免费开通工商银

行存款账户，选择存入存款，三年期利

率 3.85%，随时可取，并且不需要跳转到

工商银行就可以操作。 分析人士认为，

本次微信和工行的“牵手”表明传统银

行也在向互联网流量巨头获取流量，甚

至可以帮助其揽储。 从产品结构来看，

其优势明显将来或者能成“爆款”。

揽储与获取流量“一箭双雕”

据了解，此前已有银行在互联网平

台上上线存款产品，不过主要是以中小

银行为主。 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微信和

工行的强强联合，主要目的是在于银行

的揽储和进一步获取更多的流量。

相关人士对记者指出，该产品目前

是深圳地区牵头在做，预计还会开放几

个城市的试点， 但目前广州还没上线。

腾讯科技金融公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 目前微信确实与银行有新合

作， 但暂时还没对外，“目前据我了解

到，该合作还在灰度测试阶段。 网上有

报社使用‘银行储蓄’这一说法，其实是

不准确的，应该是‘银行储蓄服务’。 ”该

负责人表示。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刘银

平对信息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工行的这

款存款产品还在小范围测试阶段，何

时、能否正式全面上线还不确定，但是

以微信的用户量，此款产品正式上线的

话，应该会有更多的银行接入，毕竟银

行揽储压力较大，拓展第三方的流量渠

道是开放银行大势所趋。 而微信选择与

工行合作推出存款类产品，意味着银行

与互联网平台在理财业务方面的合作

更进一步，以前都是民营银行、城商行

之类的小银行会选择与互联网理财平

台合作， 现在国有大行也加入合作行

列，而互联网理财平台的用户中年轻人

占比较高，说明银行开始重视开拓年轻

客户群体。 此外，微信理财用户年龄层

偏低， 而工行储蓄客户年龄层偏高，微

信推出这款智能存款不仅能为工行带

来一定的存款增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为

工行吸引年轻用户， 优化工行客群结

构。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指

出，吸收存款是各大商业银行的核心业

务，中小银行不断提高存款利率，特别

是民营银行。 这导致传统大银行存款流

失严重，与互联网巨头合作主要目的是

吸收更多存款。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

嘉宁认为，之前已经有一些互金平台

上线此类存款产品，但主要以一些中

小银行为主。 本次微信与工行的合

作， 一方是微信海量的客户和流量，

另一方就是工行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

以及品牌背书。

“现在小型银行普遍与京东金融、

度小满理财这样的在存款产品布局较

早的互联网理财平台合作，部分产品经

常售罄，用户需要在凌晨抢购；而微信

属于一线超级流量平台，普通小银行的

存款产品利率太高， 如果接入到微信，

则很容易爆掉， 用户体验感就会很差。

所以，这或许也是微信在选择合作机构

时，首家选择体量较大的工行的原因。 ”

刘银平说道。

三年期利率高达 3.85%

刘银平分析，工行在微信上推出的

这款储蓄产品为智能存款，特点是不设

具体存款期限，靠档计息，储户存多久

就能拿相应期限的利率，各期限利率的

上浮比例均为 40%，高于工行实体网点

的存款利率，低于大额存单利率。 如果

对标工行的定期存款，这款智能存款的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利率更高，流动

性也更强。 同时，银行定期存款的最大

优势在于安全性极高，保本保息，在存

款保障范围内，即使银行破产，单个账

户 50 万元以内的存款也能得到 100%

赔付，且长期存款利率要高于零钱通和

余额宝的收益率。

陈嘉宁表示，从渠道、期限和收益

率来看，该产品有一定竞争力，因为属

于工行的存款，大品牌背书，风险相对

较低，流动性与货币基金相当，但是收

益率高于货币基金，不排除会引起市场

的追捧。

“三年期 3.85%，随存随取，又是全

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发行，与银行存款或

者活期存款相比，有很大吸引力，预估

可以吸引很多保守型投资人申购。 ”王

诗强表示。

互联网平台产品转向银行理财

此前蚂蚁金服通过与基金公司合

作推出余额宝，导致大量银行存款资金

从银行搬到各种“宝宝”类理财产品中。

而近段时间，各大互联网公司 App 则通

过与中小银行合作，推出更高息、且安

全系数更高的理财产品。

据信息时报记者向蚂蚁金服方面

了解到，目前蚂蚁金服没有特别留意腾

讯与工商银行合作的信息。 而据记者在

支付宝 App 的理财项目了解到，类似的

“银行理财” 产品在支付宝中已经有不

少。 比如其中一款“廊坊银行”的保本存

单产品利息为 4%， 而支付宝 App 内的

一款上海银行保本 182 天产品利息为

3.8%，另一款江苏银行专区保本产品为

91 天收 3.7%。

而据记者在阿里系网商银行 App

中了解到， 里面最高的年化利率为

2.85%。 虽然表面上看利率远远低于

微众银行的 4.05 到 4.262%的大额存

单产品， 但微众银行利率超过 4%的

大额存单产品几乎都是 3 年期或者

5 年期的， 而如果一年期整存整取产

品则只有 1.8%的年利率，反而不如网商

银行。

另外据记者了解，此前不少主打网

贷的 App，几乎也全面转型银行理财产

品，比如陆金所 App 的“银行精选”，囊

括了营口沿海银行、新网银行、振兴银

行、天津滨海农商行等小型银行的存单

产品，30 天内的年化利率可以突破

4.3%以上，360 天以上的产品最高可以

到 5.8%以上。

除了陆金所 App，小赢理财 App 内

的“银行理财”，也推出 4.25%的 30 天定

存产品。 小赢理财还推出可以随存随

取，年化利息达到 3.9%的“赢利宝”，同

样是三湘银行的银行存单产品。 而玖富

钱包也同样大面积推出银行理财产品，

比如平安银行的现金宝 ， 利率为

3.2997%； 北京中关村银行的 5 年期产

品年利率 4.71%， 滨海银行的结构性存

款仅需 60 天，利率为 5%。

微信牵手工行上线储蓄服务

各期限利率上浮40%，三年期利率高达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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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榜评选

颁奖仪式。

梁海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