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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桑夏大厦1楼
（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右拐）
咨询电话：0513-86329611

友情提醒：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期限 投资起点 年利率
大额存单 3年 20万 4.18%

1年 5万 2.10%
2年 5万 2.98%
3年 5万 3.91%
1年 1万元 2.10%
3年 1万元 3.85%

差异化定价存款

智能储蓄存款（4.15-4.30）智能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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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中国梦，，行畅通行畅通，，
农行农行ETCETC助您畅游大美中华助您畅游大美中华。。

农行农行ETCETC可以绑定借记卡啦可以绑定借记卡啦！！
OBU免费送到家，省时省力，方便快捷，

更多优惠等您来体验！详询通州农行各网点

白领贷 最高可贷 30万元 优质单位客户可以办理纯信用贷款，
可用于装修、购车、留学等合法消费用途。

综合消费贷 最高可贷500万元 房产抵押，可用于装修、购车、旅
游、留学等合法消费用途。

贷款利率：月息4.35%
贷款期限：一次授信3年有效，随借随还 客户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

指尖轻触 引领未来

咨询电话：86027058

免费送OBU；高速通行5折优惠；
中石化加油卡充值满100返10；

1折洗车8元观影

建行EC“建”证美好出行
办EIC龙卡信用卡享多重好礼

地址:建行任一网点
咨询热线:68118194

勤扫院子少赶集，三年攒个小
毛驴。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攒钱
仍然是重要的家庭理财方式。然而
数据显示，中国人对于存钱的热爱
正在慢慢消退。

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年
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显
示，当询问消费者对消费和储蓄的
态度时，虽然大部分人(79.03%)对于

“今天有钱今天花完，明天的事情明
天再说”持“不太同意”或“完全不同
意”的观点，但是与 2017年相比，消
费者对延迟消费的偏好略有下降，
整体上选择“不太同意”或“完全不
同意”的比例降低了0.37个百分点。

把自己的部分财物存储起来，
然后安排在未来的多个时间点进行
消费，这种为未来的打算被称为延
迟消费。延迟消费偏好下降，难道
中国人越来越不爱存钱了？

不爱存钱了？

讨论中国人还爱不爱存钱，首
先需要明确是跟谁比。与世界上的
其他国家对比，中国的储蓄率仍然
一骑绝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
示，2017年中国储蓄率为47%，而同
期的世界平均储蓄率仅为26.5%。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
斯在今年 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学术峰会上提醒，中国应关注过
多的财富积累或者储蓄的问题。

而与中国人自己比，那么储蓄
偏好确实有消退。

去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前行
长周小川曾发表讲话称，中国的储

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
多 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
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

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储蓄
率从 35.6%飙升至 51.8%，达到高
峰，几乎是花一半攒一半。行至
2011年，我国储蓄率才跌破50%。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现代
服务业处处长、研究员陈丽芬表示，
近年延迟消费的比例略有降低，更
多的人倾向于把钱立即花掉，主要
受四点因素影响。

一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
和消费方式不同于中老年消费群
体，消费信贷的发展，也让消费者拥
有更多超前消费渠道。二是社会保
障功能不断加强，减轻了居民储蓄
养老防病的心理。三是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减税降
费政策发酵，提高了社会整体消费
能力。四是消费环境不断改善优
化，挖掘了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

简单来说，钱包鼓，心态好，人
就容易买买买。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9.5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 0.1个百分点。其中，6月当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8%，达到 15个月来最高增速，表
现大超市场预期。

近期，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密集释放刺激消费信号。比如，北
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纷纷“向夜
间要经济”，计划把夜间经济打造成
消费新增长点。

陈丽芬认为，对比储蓄带动的

投资增长，消费带动的投资增长会
更加直接，储蓄态度的转变正好也
说明了我国内需型的经济体系正在
逐步建立。

金融包容性更强

整体经济的发展给消费者带来
了稳定和信心，拉动了消费的马
车。但是没存起来的钱，也不完全
是拿去花了，更多的中国人在“月光
族”和“存钱党”之外找到了第三条
路。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
喆认为，消费之外的另一面，是中国
社会金融服务的包容性更强。金融
服务变得更丰富，金融产品变得更
多，人们的投资融资渠道也变得更
多。

“最早的时候，如果不储蓄也不
消费，那么钱拿去干什么，大家其实
也不太知道。一方面人们对于‘今
天有钱，今天花，明天事，明天说’不

太同意，另一方面，又对延迟消费不
太同意，这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
盾。”

万喆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
喜欢存钱，这可能是基于一个机会
成本。钱攒着不花，一方面可能面
临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也存在机
会成本——把钱拿去做其他事情，
做一些小的投资理财，会比放着要
有更多的收益。

近几年，在新技术发展，网络基
础建设推进的步伐下，金融基础建
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更多的人都
能够受惠于金融服务。但是仍有不
少人的金融素养并没有随之进步，
仍在进行过了头的提前消费或者对
存在风险的个人信贷、理财产品趋
之若鹜。

万喆指出，目前金融服务已经
唾手可得，所以居民金融素养的提
高也应该是刻不容缓的。

（来源：中金在线）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允许有实力有条
件的互联网平台申请保险兼业代
理资质。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消
息对于早想在保险领域有所布局
的互联网平台而言，无疑是重大
利好，以往互联网平台花数千万
元求购专业保险代理牌照的时代
或将终结。

事实上，近几年互联网流量
巨头BATJ以及滴滴、唯品会、今
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或通过参
股保险公司进军保险业，或通过
收购保险经纪及保险代理牌照，
已经开始参与相关业务。

互联网平台再迎“绿灯”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允许
有实力有条件的互联网平台申请
保险兼业代理资质，同时鼓励平
台通过购买保险产品分散风险，
更好保障各方权益。业内人士表
示，这一消息对于早想在保险领
域有所布局的互联网平台而言，
无疑是重大利好。尽管如何界定

“有实力有条件”还待进一步明
晰，但目前来看，新规为一大批互
联网平台开展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开辟了身份合法化的路径，降低
了互联网平台涉足保险业的合规
风险。

根据原保监会 2015年下发
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
法》规定，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销
售、承保、理赔、退保、投诉处理及
客户服务等保险经营行为，应由
保险机构管理和负责。第三方网
络平台经营开展上述保险业务
的，应取得保险业务经营资格。

这就导致了近两年不少互联
网平台为取得相关资质，花重金
收购保险经纪公司，求得合法牌
照的现象。随着上述政策的落
地，互联网平台花数千万元求购
专业保险代理牌照的时代或将终
结。

互联网巨头早已布局

业内人士指出，众多互联网

巨头早已在涉猎保险行业。互联
网流量巨头BATJ以及滴滴、唯品
会、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或通
过参股保险公司进军保险业，或
通过收购保险经纪及保险代理牌
照参与相关业务。

2016年，滴滴的全资子公司
——北京博通畅达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的中安风尚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获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的资
格，正式拿到保险代理牌照。
2019年 7月份，其与联想控股(港
股03396)同时成为现代财险第二
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32%。至
此，滴滴终于拿下一块真正意义
上的保险牌照。

阿里持有互联网保险公司众
安在线的股份，另外还控股了国
泰产险，发起成立信美人寿相互
保险社。在保险中介牌照中，阿
里还全资控股杭州保进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并将其更名为蚂蚁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

腾讯持有众安在线的股权，
旗下子公司英克必成持有和泰人
寿的股权，另外还入股了香港互
联网保险公司英杰华(香港)。保
险中介牌照里，腾讯100%控股了
微民保险代理公司、北京腾诺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

百度公司则和安联保险、高
瓴资本，发起成立名为“百安保
险”的互联网保险公司。2017年
9月份，百度公司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百度鹏寰资产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入手一张保险经纪牌照
——黑龙江联保龙江保险经纪有
限责任公司。

2018年4月京东出资5.36亿
元入股安联财险中国，成为其第
二大股东。京东还拿了一张保险
经纪牌照，入股天津津投保险经
纪公司。

2017年，由唯品会参股筹建
的国富人寿获批筹建。今日头条
则在2018年8月份已通过全资子
公司——福建字节跳动科技有限
公司收购了北京华夏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从而将保险经纪牌照揽
入旗下。

（来源：中金在线）

银行卡也能卖钱？目前，一套
包含身份证、手机卡、网银U盾全套
资料的银行卡，在网上售价达 2000
元。不过，千万别心动，因为被卖的
银行卡将被犯罪嫌疑人用于电信诈
骗、洗钱等非法活动。

近日，一个在境内办卡、境外实
施诈骗的特大买卖银行卡犯罪网络
在广西被警方侦破。警方介绍称，
这些成套的银行卡，在近几个月内
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广西凭祥的一
家快递公司，由快递公司安排人员
将银行卡运到越南，再通过越南空
运到菲律宾，最终流入东南亚各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

犯罪嫌疑人为何高价收购银行
卡？记者了解到，鉴于电信诈骗的
猖獗，银行系统会对大额资金进行

监测。从事非法交易的犯罪嫌疑人
在收到大额赃款后，会利用收购的
银行卡瞬间将钱款分散打至几十个
账户，再分别通过小额提现的方式
完成“洗钱”。这种分散赃款的方
式，增加了银行检测资金的难度，警
方也很难追踪到赃款去向。

正是以上原因，才形成了买卖
银行卡这条产业链。犯罪嫌疑人通
过收购身份证冒名办理银行卡或者
网上收购银行卡的方式，大量收集
银行卡以便实施电信诈骗、毒品交
易、洗钱等犯罪活动。

谁会卖自己的银行卡？据介
绍，卖出银行卡的多是涉世不深的
年轻人。此外，在这些黑中介买卖
银行卡的过程中，还催生出一个特
殊的群体，那就是“银行卡人质”。

部分开卡人在卖出自己银行卡后，
去境外的诈骗窝点为这些银行卡充
当“人质”，以防止卖卡人或者卖卡
的中介采取挂失银行卡等手段截取
资金。

必须指出的是，个人如果出卖
银行卡并被用于非法活动，将承担
法律上的责任。相关律师表明：“如
果个人明知对方要利用自己的银行
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把自己
的银行卡卖给对方，将有可能构成
共同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另外，如果犯罪人员利用个人卖出
的银行卡诈骗资金导致他人资金出
现损失，个人同样要承担相关民事
赔偿责任。”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联合多
个部门明确规定，同一客户在同一

商业银行开立借记卡原则上不得超
过 4张。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
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
得出租和转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研究员甄新伟称，消费者在使用银
行卡过程中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
份证、银行卡、网银U盾等介质，保
护好登录账号和密码。对于废弃不
用或闲置的银行卡，应及时办理销
户手续，不要随意丢弃。此外，可定
期查询个人征信情况。“已经卖出银
行卡信息的个人，要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警，避免未来出现更多的麻烦
和风险。”甄新伟说。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国人存钱热情消退？钱都用来干吗了？ 互联网平台获准兼业卖保险
流量巨头纷纷入局

银行卡卖钱？莫成诈骗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