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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天天减7元

广州银行饿了么联名卡巨惠上市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一直以客户需求为主导，不断

推出具有鲜明特色新产品的广州

银行信用卡，近期携手饿了么推出

了一款自带“美食餐饮”属性的信

用卡———广州银行饿了么联名卡，

持卡人一卡在手，即可享受累计高

达 630 元的外卖减免优惠。

据了解，该卡新用户（

核卡

90

天内

）在饿了么下单后单笔订单金

额只要大于 7 元，即可享受“立减

7 元”的优惠，足足减够 90 天，为

“吃货”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除了“外卖”权益，使用广州银

行饿了么联名卡每日首笔 10 元或

以上移动支付， 当日可领取最高

388 元随机返现奖励，持卡人仅需

关注“广州银行信用卡”公众号，在

每日首笔达标后，点击微信交易提

醒即可进入红包页面领取 100%返

现红包。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银行饿了

么联名卡的持卡人在每个自然月，

成功办理 12 期及以上分期， 且累

计金额大于或等于 1000 元， 次日

即可获赠一次抽盲盒的机会，盲盒

内容更是包括“霸王餐”券、免费下

午茶、暖心午餐、鲜花、水果以及现

金等 6 种礼品，应有尽有。 该卡年

费仅为 288 元/卡/年，而目前申请

可享首年免年费，当年消费 6 笔更

可免除次年年费。

数据显示，背靠阿里流量的饿

了么注册用户已达 6 亿，其中广东

省内的餐饮用户超过 5000 万，实

际月活用户超过 6000 万， 线下实

体商户资源超过 130 万家。 此外，

饿了么平台用户数据可输出身份

特征、消费表现、多维度客户画像

等信息，有力补充银行现有客户数

据，精准细分客群，预测客户消费

行为如消费力、消费场景、消费频

次等，提升交叉销售能力。由此，不

难看出， 与饿了么平台的强势合

作，将对广州银行信用卡场景化营

销服务，以及精准获客能力大有裨

益。

广州银行信用卡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携手饿了么推出联名卡

将是深度经营用户，提高持卡人用

卡黏性的一次创新尝试。广州银行

信用卡未来还将打造更契合市民

消费习惯的产品，并通过加强与第

三方外部平台的合作，给予持卡人

“卡权益+市场活动” 的双重福利

回馈和多元化的用卡体验。让我们

拭目以待。

工行广东分行保障现金运营服务不掉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工

商银行广东省分行

（下称 “工行广东

分行 ”）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全面做好人员防护和现金应急保障、

消毒杀菌等工作， 切实确保客户、 员

工生命安全有保障、 现金运营服务不

掉线。

数据显示， 5 月 21 日~6 月 20 日，

该行全辖累计投放现金近 218 亿元；

完成 ATM 加钞维护 4.7 万余次， 累计

加钞逾 41.6 亿元； 累计处理涉及医院

等防疫单位的上门收款业务超 1 万笔、

金额 4000 余万元； 涉及交通运输单位

收款业务近 3600 笔， 金额约 1300 万

元， 有效保证市民的现金需求。

一方面， 工行广东分行积极加大

现金库存备付和强化 ATM 管理， 保障

现金服务的延续性。 组织辖内重点区

域金库和营业网点适度加大现金库存

备付， 强化押运调度， 实现对应急现

金调拨、 外币现钞直配、 ATM 设备装

卸钞、 上门收款清分等业务的快速响

应； 制定应急预案， 提前规划部署极

端情况下金库应急场地和网点尾箱应

急寄库模式， 全面保证网点柜面和自

动柜员机现金服务不中断， 满足个人

客户以及医院、 疫情物资采购单位、

防疫设备生产企业等应急现金服务需

求。

另一方面， 该行近期还大力推广

ATM 吞卡自助取回功能， 目前全省约

4500 台设备支持客户被吞卡后， 实时

通过 ATM 界面操作取回； 通过吞卡快

递到家服务， 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申

请将被吞卡片邮寄到家， 减少客户往

返和非必要接触， 保障疫情期间健康

安全。 工行广东分行试点推广业内首

创的 ATM 防疫功能， 通过在 ATM 上

搭载该行自主研发的智能防疫系统，

可自动对外部密码键盘、 机器内部现

金以及现金传输通道进行智能化紫外

线、 臭氧消毒。 当客户完成业务交易

离开后， 设备立即自动启动消毒功能，

消毒过程如有客户靠近， 紫外线消毒

将自动停止， 切实保障客户健康安全。

据统计， 目前该行已在全省重点

区域投产了 83 台具备防疫功能的

ATM。

公募养老FOF资产管理规模已达720.20亿元

自问世以来， 公募养老 FOF 逐渐

受到投资者的认可。 Wind 数据显示，截

至 5 月 31 日，全市场公募养老 FOF

（投

资基金的基金 ）

资产管理规模已达

720.20 亿元，成为个人规划长期投资的

选项之一。 当前市场持续震荡， 养老

FOF 的收益情况也备受关注。建信普泽

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 FOF 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梁珉表示， 养老 FOF

作为典型的组合投资产品，应关注风险

收益配比，着眼长期收益。 FOF 的优势

在于投资标的多样性，当前看好全球经

济复苏背景下的顺周期机会并已进行

多元布局。

梁珉表示，建信普泽养老目标日期

2040 是一只目标日期型养老 FOF 基

金，适合在 2040 年左右退休的“80 后”

等人群，以及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介入分享特定收益的投资者。 在投资中

将采用建信基金目标日期型基金下滑

曲线模型， 每 5 年为一个投资周期，调

整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和组合整体风险。

基金成立初期，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较高，且愿意承担一定风险追求更高的

养老投资回报，因此基金也将保持相对

适中的股票资产仓位， 以把握市场机

遇，增厚整体回报。 而随着投资者年龄

逐渐临近退休， 风险承受能力下降，对

投资的风险控制要求变高，届时基金的

股票资产仓位将逐步降低，同时提升固

定收益类仓位，降低组合风险，控制回

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