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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硝烟再起。继“云

闪付”发布仅一周后，12月 18日，中国银

联宣布，已与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就苹果

支付（Apple Pay）和三星支付（Samsung
Pay）分别达成合作，最快明年年初，Ap⁃
ple Pay和Samsung Pay将正式登陆国内。

明年年初有望登陆中国

Apple Pay是苹果公司去年 9月正式

推出的应用，简单而言，就是将银行卡添

加到苹果系列设备上，在线下消费时使用

刷手机支付。今年 8月，三星推出了原理

类似的Samsung Pay。
刷手机支付到底有多简单？根据中

国银联的介绍，以Apple Pay为例，支付简

单到通过手指的触摸一瞬间完成。在商

店中，使用Apple Pay购物甚至不需要打

开一款APP或唤醒手机屏幕，通过NFC
天线，只要将 iPhone靠近支持银联云闪付

的 POS终端，同时将手指放在Touch ID
上即可。如果使用Apple Watch，只需连

按两下侧边按钮，然后将表盘贴近非接触

式读卡器，便可直接在手腕上完成购买。

在APP中使用Apple Pay购物，也不必手

动填写冗长的账户表单，且无需反复输入

送货和账单信息。

为了让Apple Pay尽快在中国落地，

今年 6月份，苹果支付在上海自贸区注册

了实体公司——苹果技术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主要开展Apple Pay业务。

据悉，与Apple Pay达成协议的国内

银行已有 15 家：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

建）、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

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平

安银行、邮储银行、广发银行、广州银行。

中国银联透露，Apple Pay 和 Sam⁃
sung Pay相关产品和技术严格遵循中国

国家和金融行业移动支付标准，并将按照

中国监管部门要求完成相关检测和认证，

之后正式向中国地区的银联卡持卡人开

放此项服务，预计最快2016年初开放。

银联携手机厂商争抢市场

移动支付市场竞争地位相对弱势的银

联，一举获得全球两大手机厂商的支持，被

认为将引发移动支付市场的新一轮争夺。

12月 12日，正在支付宝针对线下商

超开展大规模的 5折消费优惠时，银联联

合 20余家银行共同发布“云闪付”，持卡

人在手机银行APP中生成一张银联卡的

“替身卡”，即云闪付卡。带上手机，即可

在线下具有银联“闪付”标识的联机 POS
机上挥手机支付。

在苹果宣布与银联合作之前，银联的

“云闪付”功能只能在安卓系统手机上使

用。苹果的加入，为银联在移动支付疆土

的争夺中“圈”回了不少苹果用户。

记者注意到，银联在宣传NFC支付

时，主打的一个理念即是“安全”：NFC手

机采取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相结合的方

式，不到0.1秒的时间就可完成数据传递，

黑客在如此快速交换数据的条件下截获

并破译无线电信号的机率很小。

以Apple Pay为例，苹果手机处理器

里面有一块安全区，Apple Pay将保密的信

息，包括个人信用卡、储蓄卡卡号，以及个

人的指纹信息等拷贝存储在这个安全区

里，然后通过手机内置的NFC芯片和POS

机的NFC芯片进行数据交互，完成付款。

此外，NFC 支付不需启动手机银行

APP，甚至不需联网，只需要点亮手机屏

幕靠近POS机的闪付区域即可，在便捷性

方面显然不输支付宝的“扫码支付”。

支付体验与推广仍需加强

对苹果和三星用户而言，可以开通并

不意味着一定会开通。“产品是个好东西，

但对于已习惯了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我来

说，如何改变支付习惯才是银联需要考虑

的。”一位金融从业人士在获知银联与苹果

公司携手在国内推Apple Pay后表示。

一般而言，改变人们已形成的支付观

念和支付方式需要一个过程，在该过程

中，资金的投入至关重要。近年来，为了

在线下支付中“圈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曾投入大笔补贴资金。其中，今年“双12”
期间，支付宝联合国内外 30多万家线下

商户开启支付宝 5折或随机立减优惠，投

入资金超过10亿元。

“在补贴方面，作为具有‘国’字背景

的银联，确实无法与民营背景的支付宝相

抗衡。”银联一位内部人士坦言，在推广与

加强用户体验方面，银联确实需要向竞争

对手学习。

此外，“云闪付”的弊端同样显而易

见，不仅对手机型号有一定的要求，而且

对银行、POS终端也均有限制。以Apple
Pay 为例，目前支持的机型只有 iPhone6s
和 iPhone6s Plus、iPhone6和 iPhone6 Plus
以及苹果手表，而 iPad支持Apple Pay在

APP内支付，支持的银行只有 15家，且只

能在支持银联云闪付的POS终端上使用。

可见，相比较于已抢得先机的支付

宝、微信支付，银联联手苹果、三星两大手

机厂商，能分到移动支付市场多大蛋糕还

是未知数。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

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主要是以支付宝为

主，占到市场份额的82.8%，其次是微信财

付通（10.6%）、拉卡拉（3.9%），而其他移动

支付企业总共加起来不到 3%，银联旗下

的银联在线份额也不多。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第34期陆家嘴读书会于12月18日举

行。在此次读书会上，《财富第三波》作

者、鼓钱袋金融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宋光辉表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

速发展，如今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点，即经济需要转型升级，金融需要更新

换代，财富机遇第三波也随之而来。

“该波财富机遇同样源于新一波的货

币超发，只不过与前两轮相比，该波货币超

发的管道是资本市场，将带来金融市场的

开放与资本的货币化。”宋光辉分析指出。

此前，由于货币超发，财富机遇已历

经两波。20世纪 80年代，货币超发的领

域是普通商品领域，带来了普通商品的市

场开放与普通商品的货币化，这造就第一

波财富机遇，最终以普通商品领域的通货

膨胀而告终。

第二波货币超发的领域是房地产市

场，带来了房地产的市场开放与房地产的

货币化，也造就了第二波财富机遇。该波

开端于1998年，大兴于2003年，且一直持

续至今，最终将以房产泡沫与信贷泡沫替

代通货膨胀（商品泡沫）而告一段落。

“财富第三波历程虽艰难，但资本市场

化已是大势所趋。”在宋光辉看来，基于这

样的逻辑，A股将迎来10年的牛市之路，第

一阶段为资本的商品化，始于 2014年，为

时三年；第二阶段为资本的货币化，为时约

六年；第三阶段阶段为资本的泡沫化。

宋光辉分析认为，财富第三波将带来

三类不同的投资机会，其中下游机遇是投

资股票，尤其是并购行业中的机会，在并

购中，不需要协同效应，只需从一个体系

拉到另一个体系即可享受套利，“投资者

可关注一些股权分散、有可能被民营资本

并购的标的”；中游机遇是做金融套利，帮

助那些拥有金融禀赋的人在资本市场变

成财富，这类包括 PE、VC等之内的泛投

行业是财富第三波中真正的朝阳产业；上

游机遇则是创办企业并将企业 IPO，股票

的上升带来股权需求，下游的膨胀带来上

游的需求。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19日到20日，2016大宗商品市场高

峰论坛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年会由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与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近 2000名来自各地的金融、钢铁

等业界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新格局、

新思考、新未来”主题，就宏观经济、大宗

商品走势、互联网生态体系建设以及战

略转型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今年，我国经济出现波动，这不仅体

现在目前经济增长率下滑，更表现为轻

度通货紧缩。而钢材出口虽有增加，但

出口环境恶化，持续增长难以为继。一

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对经济形成冲击，钢

铁、煤炭等行业经历重大调整，另一方

面，由于产能过剩行业资产负债率仍处

于历史高位，去产能难言结束。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年会上

表示，经济低迷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

是我国目前还在处理过去 10年经济过

热的后遗症，二是紧缩性政策执行时间

过长，迟迟没有“回归中性”。

对于未来，与会专家均提到供给侧

改革，提出了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释

放潜力托举经济质量“升级”式增长等一

系列建议。

上海钢联战略部总经理江浩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去产能对于钢铁行业非

常痛苦，关停倒闭难以避免，但前景并不

悲观，一些兼并重组将会带来大的机遇。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18日，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钢银）举办2016产品发布会，就在

线金融、大数据、移动应用、O2O服务四大

新产品，向业界展示以“无缝交易平台”为

产业链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的方向。

目前，钢铁电商平台从最初的星星之

火已发展出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现

今小有名气的电商平台有200多家。尽管

每家依托的主体基因和资产类型、平台模

式不一样，但打破了传统行业信息不对称、

价格不透明的局面。业界认为，钢铁电商

已经在慢慢改变传统行业的交易习惯。

上海钢银是由上海钢联集团投资控

股的B2B大型钢材现货交易平台，2013年
开始运行，旨在打造集现货交易、在线融

资、支付结算、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于一

体的“无缝交易平台”。

今年，大宗商品遭遇寒流，钢铁行业承

受巨大压力。上海钢银董事长朱军红表示，

在当前危机下，钢银既看到了风险，更看到

了机会，积极进取取得逆势扩张——将全国

划分为四大区域，建立12个交易中心，共计

30家驻外办事处。今年前10个月，钢银平

台已拥有注册会员10万余家，累积交易用

户数5万余家，实现交易总量共计2100万余

吨，交易总额逾470亿元。其中，结算业务

840万余吨，结算交易额突破190亿元。今

年10月，最高日寄售结算量已达8.15万吨，

单日交易量突破20万吨。

为给产业链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上

海钢银将推出4大新产品：在线金融、大数

据、移动应用和O2O服务。

公司总经理白睿介绍，在线金融方面

推出了“钢银钱庄”，利用互联网优势，在原

有供应链金融基础上，借助任你花、随你

押、帮你采等金融产品解决用户资金流问

题；大数据方面，推出钢银大数据，从交易

的前、中、后三阶段提供数据信息服务，作

为预估依据。以真实有效的交易数据，分

析用户交易行为；移动应用方面推出钢银

助手APP，集海量资源供求、交易后端信息

跟踪、数据咨询于一体，充分考虑客户碎片

化的时间利用，一键解决客户在途中所有

的交易问题；O2O服务方面推出钢银O2O
服务，以在线物流，智慧仓储等功能提供智

能、安全、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线上财富管理平台——外滩云财富

总裁许耀旂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目前已迎来财富管理时代，但尚未

达到财富管理的境界。

今年10月，瑞信（Credit Suisse）发布

《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仅次于美国，中

国中产阶级人数达1.09亿，为全球第一。

在许耀旂看来，一方面是中产阶级

的崛起，财富管理需求涌现；另一方面，

中国正日渐步入低利率、低成长、低通膨

的“三低”经济环境，伴随房地产市场越

发暴露在风险中，以及传统理财产品收

益率进入下行通道，普通家庭财富增值

需求日益增多。

“人均GDP迈过 3000美元大关时，

会从无资产管理阶段进入资产管理阶

段，而迈入 10000美元大关时，会进入财

富管理时代。”许耀旂表示。据悉，截至

2014年底，已有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多

个城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中国虽已进入财富管理时代，但还

没有达到财富管理的境界。“目前诸多财

富管理机构还是以销售佣金而非客户利

益来考量，真正的财富管理绝非简单的

理财产品的销售，也不同于单纯的资产

管理，而是对人的服务。”许耀旂分析指

出，“每一个客户的财务状况、财务目标、

投资专业、投资经验、家庭状况、人际关

系、心理状况，甚至是生理状况，都会衍

生出不一样的财富管理需求，财富管理

所满足的不单是投资人单纯的投资绩效

要求，而是为其提供‘资产配置’加‘风险

管理’的专业服务。”

换言之，财富管理是一个价值创造、

传承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情。“外滩云

财富提供‘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的服

务，为投资人提供长期的资产配置规划，

根据客户人生各个阶段财富需求建设不

同的投资组合，希望能做投资人一辈子

的财富顾问。”许耀旂向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外滩云财富自 11月份正

式对外发布以来，已提供近 2000只可供

投资的金融产品，注册用户已超 30万，

11月单月销售规模超过10亿元。

明年年初Apple Pay和Samsung Pay有望登陆中国

银联携手苹果三星抢移动支付市场

陆家嘴读书会探讨中国财富第三波
三类投资机会被业内看好

钢铁电商“寒冬”练内功

上海钢银为产业链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

我国已迎来
“财富管理”时代

大宗商品市场
高峰论坛召开

中国银联和苹果公司18日宣布合作，将在中国推出 Apple Pay。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