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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记者从接近百视通的相

关人士获悉，目前正在启动换股合

并事宜的百视通和东方明珠或将

于11月上旬复牌。

记者了解到，目前百视通和东

方明珠正在就换股合并事宜双双

停牌，相关合并涉及沪上大小文广

的合并，包括浙商证券等在内的多

家券商分析人士对此合并抱以期

待，并表示此次合并或将促成A股

传媒第一股，有望与包括迪士尼等

在内的国际传媒巨头比肩。

百视通方面此前曾公开表示，

此次收购有利于减少管理层级，优

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提高上市公

司决策效率。目前，百视通倾向于

家庭娱乐领域，业务涵盖 IPTV、智

能电视、无线互联网、网络视频、家

庭游戏等，东方明珠则以旅游现代

服务、媒体业务为主。

而对于此次合并后饱受业内

关注的微软 xbox one 和索尼 play
station如何运营，这位业内人士则

向记者透露，未来合并后的百视通

和东方明珠将继续在线上游戏发

力，平台游戏将为两者共同开放，

不存在竞争概念。

对此，一位券商分析人士则

向记者表示，未来微软和索尼要

在中国市场立足，除开利用好百

视通和东方明珠的平台，更多的

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资源打造家庭

娱乐设备的竞争优势，而对合并

后的百视通和东方明珠来说，两

者将会共同做大国内市场，百利

而无一害。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为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上

个月，央行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深

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手机

支付及其他新兴支付方式”。在该

背景下，一直深耕农村支付市场的

银联商务，率先推出一款农村移动

支付应用产品。

记者从银联商务获悉，旗下的

新型手机应用“全民付收银台”，近

期面向农村经纪人推出一款农副

产品收购方面的应用产品——“农

资收购”，手机上手指动动，即能随

时随地完成农副产品收购。

据介绍，“农资收购”新型手机

应用的使用非常简单，农村经纪人

只要下载并安装名为“全民付收银

台”的手机客户端，注册后就可使

用。经纪人向农户支付收购款项

时，通过与“全民付收银台”相连的

“易POS”终端刷农户的收款银行

卡，即可轻松完成付款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该款手机应

用付款交易也有“签购单”凭证：

确认付款信息后，经纪人在手机

屏幕上完成电子签名，电子签购

单即可发送到手机上，确保每笔

交易不仅“看得见”，而且有凭

证。此外，手机同时还是一个“交

易查询平台”，通过“全民付收银

台”管理中心，农村经纪人随时都

能查看资金充值和农资收购交易

详情。

为了防控可能出现的套现行

为，该款农副产品收购应用只开通

了借记卡的付款功能，暂不支持信

用卡。

银联商务表示，“全民付收银

台”手机 APP 推出的农副产品收

购功能，早在“全民付”助农取款线

下物理网点的POS终端上就可实

现，这类“全民付”助农网点全国大

约有2万多个。此番“全民付收银

台”将农副产品收购功能从线下延

伸到线上，有助于农村地区支付环

境建设与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快速接轨。

■本报记者 郭久葳 浦东报道

10 月 31 日，一种新型的预付

费卡——得仕红利卡正式面市。

此举将改变预付费卡里的沉淀资

金无法进入理财领域的局面。

去年余额宝推出，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闲散资金增值问题。但是

市民手上的各种预付费卡却一直

“沉睡”在支付领域。

上海得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推出的得仕红利卡，突破了普通

预付费卡的单纯支付工具定位。

持卡人将卡内资金随时申购为货

币基金，在线下消费时又实时变现

支付。如此一来，预付费卡里的沉

淀资金能够“生钱”，实现消费卡和

理财卡的一体化。

据了解，得仕红利卡对接的是

富国基金旗下的货币基金产品富

国天时基金。

得仕公司总裁陈亮对记者

表示，预付费卡里面的沉淀资金

一直以来都是业内人士关注的

一块存量资金，得仕红利卡的推

出正是解决了这一部分资金长

期闲置而无法进入理财领域的

问题。“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

货币基金合作预付卡，打破了传

统意义上的预付卡的功能定位，

让其具有消费与理财的双重属

性。”陈亮表示。

作为国内首创的新型预付费

卡，其前提是必须同时持有支付牌

照和基金销售牌照。市场上仅有

两家企业同时持有这两张牌照，能

够推出这项创新业务的，目前只有

得仕一家。

得仕公司相关人士介绍，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得仕卡已累计

发行 3000 万张，全国范围内的签

约客户达到10余万家。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随着中国富豪人数的不断壮大，

各大银行在高端信用卡市场开始了

新一轮的争夺。近日，花旗中国在沪

首发 ULTIMA 花旗至极黑卡，专为

高净值富裕人群度身而设，主要由成

功企业家、公司总裁和知名企业高管

等组成。

黑卡是信用卡系列中最高端产

品，只有极少数全球高端阶层才能获

得，而黑卡被赋予的神秘色彩是：透

支不设上限，任何需求都可能被满

足。

据介绍，花旗至极黑卡为持卡客

户配备了专属私人顾问，随时帮助每

位客户进行商务、旅行、生活等方面

的各种安排，客户只有收到邀请才能

办卡。

“ULTIMA 在 中 国 的 年 费 是

20000元人民币，具体可透支额不方

便透露，但是以数百万计的。”花旗中

国信用卡和无担保贷款业务总监邱

丰凯透露。

花旗并非首家在中国发行黑卡

的银行。2012年美国运通黑卡进入

中国内地市场，相继与中国工商银行

和招商银行合作发行黑卡，持卡人享

受的服务包括免费旅行顾问、优先预

订豪华酒店和私人购物体验等。

一些中资银行尽管未发行黑卡，

但同样在布局高端信用卡市场。今

年 9月 4日，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联共

同推出“龙卡全球至尊信用卡”成为

同业最顶端的 IC信用卡之一，首批

持卡人包括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和均瑶集团

董事长王均金等。据透露，该信用卡

授信额度起点80万元，最高可达800
万元，且在业内首推双客户经理服

务，由信用卡专属贵宾坐席和私人银

行客户经理提供7×24小时全方位专

业金融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金融

需求。

中国富裕人群规模的大幅增加，

是银行近年来发力信用卡高端市场

的主要诱因。2014胡润百富榜数据

显示，今年上榜门槛为20亿元，上榜

人数达 1271人，比去年增加 254人。

前 10 名的上榜门槛比去年提高

20%，达到 450亿元。前 1000名的上

榜门槛从去年的20亿元提高到24亿

元。

“目前，中国高净值客户人数可

能已经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

本，花旗将其至极黑卡引入中国，正

是看中了这个客户群体的基础。”花

旗中国一位高管称。

在已发行的3个国家或地区中，

花旗ULTIMA至极黑卡得到了当地

富裕群体的认同，已推行地区的客户

具有平均每人1个月1万美金的消费

实力，“在国内，我们的目标群体将是

中国或世界500强的CEO，以及胡润

百富榜上榜人士。”花旗中国上述高

管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一个能够整合政府部门、科研

机构、天使投资基金、创投基金、股

权基金、券商、各板交易所等各方

力量的联盟组织上周末在上海成

立，即是由浦发银行牵头成立的

“中国科技金融天使联盟”，工作落

脚点是发展科技金融，愿景之一是

打造属于中国的“硅谷银行”。

中国科技金融天使联盟是在

近日举行的“2014 年中国科技金

融高峰论坛”上揭牌的，该论坛主

题即是“寻找中国的硅谷银行”，通

过探讨硅谷银行模式，寻金融创新

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突破之路。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

光绍在论坛上表示，上海本身肩负

着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任务，

现在又多了一重科技创新中心的

使命，“两者是有联系的，科技创新

中心离不开金融提供资源，而为科

技创新提供金融服务，本身也是国

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动力之

一。”

未来中国的“硅谷银行”在哪

里？屠光绍表示，上海希望推动中

国“硅谷银行”的落地，“它可能从

现有商业银行中诞生；也可能从尚

没有成立的银行中产生，比如正在

筹建中的民营银行。”

屠光绍介绍，上海近年来在科

技金融方面进行了不断的尝试和

推动，是具备中国“硅谷银行”落地

先机的。早在 2011 年底，上海就

制定了《关于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创

新、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且已搭建了两类科技金融平

台，一是通过科技园区以及上海市

的科技系统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融资服务平台，收集科技企

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企业信息；

二是上海银行金融机构系统为科

技型企业服务的金融平台，向科技

型中小企业介绍金融体系，科技企

业和金融服务通过这两个平台实

现对接。

此外，上海也已推动与科技金

融服务相关机构的发展，包括借鉴

美国硅谷银行经验设立了浦发硅

谷银行、推动商业银行成立科技金

融服务专业特色银行（目前银行在

张江、紫竹等区域设立 34 家科技

支行）、积极推动股权投资机构、融

资担保机构以及小贷公司等新兴

金融服务机构的落户与发展等。

上海目前的科技金融体系，距

离打造中国硅谷银行，尚有不小的

差距。屠光绍指出，美国硅谷银行

成功经验在于投贷联动，但在目前

我国分业监管背景下投贷联动很

难落地，这也是浦发硅谷银行遇到

的一大问题，“对金融的跨界、对科

技的支撑需要不断深化金融监管

体制的改革。”

屠光绍表示，上海要打造科技

金融高地，仍需要从信用体系、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股权投资以及人

才集聚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其中，科技企业的信用体系建

设是最基础的环节。“科技企业自

身的发展，特别是科技企业需要金

融服务，都离不开一个最基础的环

节，那就是信用体系。”屠光绍表

示，金融机构遇到的往往是信息的

不完整和不对称，加大对科技型企

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建立和完善科

技企业信用评级和评级结果推进，

有效甄别评价具有发展潜力的科

技创新企业，并且提供针对性的金

融服务，这将提高科技金融服务的

可获得性。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浦发银行牵头成立的“中国科技

金融天使联盟”是该行打造“科技小

巨人”服务体系的重要一步。

今年，浦发银行在业内率先推出

“科技小巨人”金融服务体系，提出了

“服务跨界、成长无界”的核心理念，

着力为科技型企业打造一个超越传

统金融界限的服务平台。提供业态

跨界、市场跨界、平台跨界、O2O 跨

界等四大跨界服务，相应地，浦发银

行将为科技型企业客户打造一个满

足各时期需要的四大服务联盟，即天

使联盟、成长联盟、上市联盟、战略联

盟，覆盖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

随着“天使联盟”的成立，浦发银

行已在全国设立的14家科技支行和

科技特色支行也将被赋予“科技金融

天使联盟创新基地”使命。“创新基

地”将服务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客

户，以培育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为目

标，以专业服务及特色产品打造科技

金融生态体系。未来，浦发银行分布

于全国各地的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

行、科技创新示范支行都将纳入该创

新基地，全面孵化、培育、助力国内科

技型企业的成长。

据透露，今后浦发银行还将继续

探索成立成长联盟、上市联盟、战略

联盟等新型金融服务平台，力求以专

业化的服务覆盖科技型企业的全生

命周期。

浦发银行一直重视科技型企业

的融资需求，将服务科技型企业作为

重要战略方向，并将打造“中国硅谷

银行”作为战略目标。2012年，浦发

银行与美国硅谷银行合资成立浦发

硅谷银行，成功引入国际先进的同业

经验与服务模式。截至 2014年三季

度，浦发银行服务的科技企业数已突

破 10000户，累计培育各板上市企业

超过 200家，搭建超过 100个合作平

台，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的授信支持已

超过1200亿元。

中国科技金融天使联盟在沪成立

上海力争“硅谷银行”落地
百视通
或于11月上旬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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