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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随着支付行业竞争的日趋激

烈，单纯的支付业务逐渐步入微利

时代。在此背景下，多家第三方支

付公司纷纷成立数据公司、金融公

司，从单纯支付业务的提供商转型

为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

汇付天下近日宣布实行“1+3”
集团化运营模式，旗下设立三家子

公司，为汇付数据、汇付金融、汇付

科技，聚焦的领域分别是支付、理

财、账户托管等领域。汇付天下集

团化运营模式的建立，正式宣告从

第三方支付企业向综合金融服务转

型初步完成。

这是又一家转型为综合金融服

务商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银联商务

总裁李晓峰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近年来，公司提出了打造一流

“综合支付与信息服务提供商”战略

目标，多渠道、多种类布局“网、陆、

空”全方位支付服务体系。

富友金融也宣布，公司已由最

初的单一便民支付机构成长为综合

性金融服务和便民生活服务的集团

性公司；通联支付则表示，将以支付

业为基础，逐步扩展到其他金融服

务领域，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综合

服务及产品体系；快钱的企业定位

也已由单纯的电子支付延展到更为

广阔的信息化金融服务领域，成为

“保理商”的角色，处理应收账款的

打包、融资以及回款等……

记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昔日

第三方支付公司已不称自己是支付

机构了，而是自称为“信息化金融服

务提供商”或“综合金融服务商”。

汇付天下总裁周晔表示，随着支付

应用领域的深化和拓展，支付公司

的综合金融化服务会成为行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作为支付通

道和结算账户，还可以通过支付平

台，根据资金流向打造跨界的金融

服务。”

汇付天下三家子公司之一的汇

付金融主要瞄准客户在理财和信用

业务的需求。据透露，汇付金融今

年7月刚成立，是集团旗下最年轻的

子公司，但核心业务已在两三年前

均有尝试和涉猎，如理财业务预计

到今年年底将有超过 300亿元的规

模。

事实上，在向综合金融服务商

转型中，“互联网金融”几乎是各家

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主打。去年 10
月，银联商务推出“天天富”互联网

金融服务平台，陆续涉足小微商户

理财、信贷和保理等领域。

快钱也于今年 9 月份上线“快

钱快易融”，这是快钱开放式金融

服务平台的一期产品，也是快钱迈

向支付叠加金融服务的第一步。

在快钱的规划中，快钱金融服务平

台将以数据为基础，整合信用评

级、风险评估等各类措施，形成一

整套综合化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旨

在为中小企业等资金需求方提供

成本合理、获取便捷的全方位金融

服务。

此外，转型为综合金融服务商

的第三方支付公司，还将涉足新兴

支付以及行业解决方案等。汇付

数据除传统支付外，还将在移动支

付、跨境支付和互联网金融支付等

新兴支付领域迈进；汇付科技专注

于为各行业提供账户处理系统托

管运营及增值服务，是汇付天下打

造和完善支付产业链的一个重要

平台。成立 1 年多来，汇付科技旗

下“卡慧”系列产品和“慧客”智能

营销平台等解决方案已经应用在

汽车、连锁、大型制造型企业等诸

多领域。

银联商务拟打造的全方位支付

体系中，同样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

支付、语音支付以及未来各类新兴

支付模式，且同样推出行业解决方

案，即针对不同行业的商家，结合银

联商务的特色产品与服务，在收付

款查账、结算、对账等方面为商家提

供便利。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落户在浦东的上海首家纯外资

小贷公司——上海浦东新区普罗米

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近日在陆家嘴

正式开业。记者获悉，开业后，浦东

普罗米斯小贷将把其他地区的“博

民快易贷”业务复制到上海，为客户

提供快速、便捷的无担保、无抵押个

人小额信贷服务。

区别于同类小额贷款公司的商

业模式，“快易贷”是浦东普罗米斯

小贷公司的优势。“快”即审查快速、

可当日放款；“易”指手续简便、无需

保证人、担保物及质押物（但需考量

个人信用能力）；“贷”指可提供最高

为 50万元的贷款，能满足包括小微

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等多样

化的资金需求，最长贷款周期为 36
个月。

据介绍，申请“博民快易贷”，只

需提供身份证、银行流水清单、个人

信用报告及其他所需材料，即可获得

受理。公司当天内作出判断，如审查

通过，当日以银行划款方式进行放

款；还款方法为银行自动扣款，消费

者在签约时只需提供还款账户即可。

另外，针对不同客户，“博民快

易贷”通过了解其融资需求，在客户

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为其制定合理

的还款计划，从而达到帮助他们融

资的目的。

上海普罗米斯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是日本 SMBC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通过其香港子公司——邦民日本财

务（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开设

的第 7家小额贷款公司。该消费公

司是日本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之

一，经营消费金融贷款逾 50 年。

2010年7月以来，日本三井住友银行

开始在我国内地开设小贷公司，在

上海浦东普罗米斯小贷公司之前，

其先后在深圳、沈阳、天津、重庆、武

汉和成都开设的小贷公司已开业。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我国金融期货市场长期缺乏

“外汇期货”的空白有望填补。记者

昨日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

所）获悉，10月 29日，该交易所将面

向全市场开展欧元兑美元、澳元兑

美元期货仿真交易。

目前，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

元等外汇期货是国际上成熟的外汇

期货品种。而当前，我国实体经济

既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也面

临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波动风

险。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外汇

期货有利于我国企业规避非人民币

汇率波动风险，稳定企业投入产出

预期，促进贸易稳定增长，也有利于

满足居民外汇投资需求。

据透露，中金所欧元兑美元期

货仿真合约的标的为欧元兑美元

即期汇率，合约面值为 1 万欧元，

最小变动价位为 0.01 美元/100 欧

元，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

3%。澳元兑美元期货仿真合约的

标的为澳元兑美元即期汇率，合约

面值为 1 万澳元，最小变动价位为

0.01 美元/100 澳元，最低交易保证

金为合约价值的 3%。欧元兑美

元、澳元兑美元期货仿真合约的交

易结算和交割手续费标准均为每

手 1元。

中金所表示，通过仿真交易，该

交易所将进一步测试技术系统、检

验交易规则和听取市场意见，积极

推动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期货

的上市筹备工作。

此外，中金所还在研究推出人

民币外汇期货。中金所董事长张

慎峰此前透露，按照“新国九条”的

要求，中金所将根据人民币汇率市

场化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利用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等优势，积

极筹建金融期货交易平台，适时推

出人民币外汇期货、期权产品，满

足实体经济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

促进人民币对内和对外价格的均

衡稳定。

根据《“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到 2015 年基

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

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

位。就中金所而言，其除了谋划上

线外汇期货外，还将推出股指期

权，以及完善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

产品体系。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花旗昨日宣布，其已完成国

内首笔至伦敦的人民币跨境自

动扫款业务。这一最新进展使

花旗可以在中国内地、中国香

港、新加坡和英国伦敦之间实时

进行人民币跨境自动扫款。

借助花旗的全球资金平台，

客户可以实现中国内地到英国

伦敦的全额日终跨境扫款。此

平台同时提供公司间贷款数额

的追踪及核对、自动控制借贷数

额以及生成监管报告等功能。

花旗已为总部位于欧洲的

滨特尔公司办理了该项业务，这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水处理、流体

控制、热管理、设备保护服务商，

在自贸试验区注册了公司。此

项业务帮助滨特尔公司将每日

人民币流动资金余额转入其全

球资金池中，从而改善了公司的

流动性管理，提高了资金利用效

率，降低了跨境交易的成本，方

便了集团内融资及外汇管理。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为贯彻落实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

的意见》的要求，探讨上海期货业

创新发展路径，在上海证监局和

浦东金融服务局的支持下，上海

市期货同业公会近日联合上海浦

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等三家

单位举办了首期上海期货创新发

展讲坛。来自上海期货行业的高

管及代表近百人参加了讲坛。

首期讲坛以“期货创新大会带

来的发展新机遇”为主题，邀请上

海证监局副局长朱健、上海市浦东

新区金融服务局副局长过志英、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

长赵昌文作为演讲嘉宾，分别对期

货创新发展政策、浦东金融发展的

扶持与服务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

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上海

市期货公会会长、海通期货总经理

徐凌作为业界代表分享了期货创

新探索中的体会和思考。

上海期货创新发展讲坛是上

海市期货同业公会响应期货行业

创新发展号角，为上海期货经营机

构与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交易所

以及其他地区期货业、其他金融行

业之间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中国银联与壳牌中国近日宣

布，联合推出加油支付一站式服务

——“壳易付”，车主加油无需下车

即可使用银行卡支付油费，并快速

打印发票，这在国内能源零售行业

尚属首次。目前，北京地区壳牌全

部油站已率先开通此项服务，并将

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

过去，车主加油往往需要下

车付款和开票，排队等候时间长

且支付方式单一。中国银联与壳

牌中国此次合作，创新地解决了

这一行业难题。应用银联行业支

付解决方案，到壳牌加油的车主

可享受全程不离车、油费轻松付

的贴心服务。

除可用现金支付外，还可借

助加油员手持的移动POS终端，

方便地刷银行卡或加油卡。结账

完毕后，在移动POS上电子录入

发票抬头即可获取发票。

第三方支付转型综合金融服务
主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沪首家纯外资小贷公司开业
将“博民快易贷”业务复制到上海

中金所推外汇期货仿真交易
有望填补我国外汇期货空白

上海期货创新
发展讲坛举行

花旗完成首笔
人民币自动扫款

银联首创加油
支付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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