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财

12

2017年 4月 20日 星期四 责编：梅丹

首届中国欧雷奥光电精英赛决赛在即

武汉 5个光电产业化项目同台竞技
本报讯（记者梅 丹）本月 25日—26日，首
届“中国欧雷奥光（OLION）电精英赛”决赛将
在武汉市青山区举行，届时湖北本土的 5个光
电产业化项目，将与来自全国的 16支光电产
业化项目同台竞技。湖北本土参赛项目具体
情况如何？近日，长江日报记者在青山科技局
对部分企业进行了采访。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湖北本土的五个项目
分别是来自武汉奇点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活细胞超微结构影像试剂及人体血细胞超
微结构检测平台构建”、武汉市马里欧网络有
限公司的“AR投影仪及周边产品的研究与实
现”、罗瑞速联（武汉）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高
速光通信模块的阵列波导光栅复用 / 解复用
组件”、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端椭偏仪
系列产品产业化”、武汉鹰飞拓光电子有限公
司的“深紫外拉曼光谱检测仪”。
武汉奇点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经理张玉慧 200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
后，就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光电国家实验室工
作。该实验室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光电实验
室，是我国光电科技领域的最高殿堂。在这里
经过 8年的潜心研究，2014年张玉慧发表了
自己的科研成果并申请了专利。2015年美国
科学家紧随其后发表科研成果，并很快转化成
了产品，“别人的科研成果比我出得晚，但是别
人很快就产业化了。而我的还躺在纸上睡大
觉”，张玉慧深受刺激。于是，2016年已经 40
岁的她在光谷成立了公司，开始了创业之路。
“对于 200纳米以下的细胞结构，目前显
微镜无法看到，但是如果配上我们生产的荧光
试剂，就可以看到。看到这些更细微的细胞结
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防和治疗癌症等疾
病。”张玉慧表示，这个项目在国内目前没有
竞争对手，在国际上也屈指可数，希望通过这
次大赛能够找到风投，一起把她的科研成果产

业化。
武汉市马里欧网络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PO彭泉是地道的武汉人。他热爱美术，2001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湖北美院的他，最后
还是选择了北京服装学院，因为他想到武汉之
外的世界看一看。2005年毕业后一直到 2012
年一直在游戏行业打拼。2013年他与两个游
戏行业的朋友在武汉联合成立了“马里欧”，主
攻儿童游戏产品，在经历了 10个月的开发之
后，他们决定放弃，转而结合他们团队在绘画
和软件开发方面的优势，转型开发 AR幼教产
品，并很快推出了 AR涂色投影幼教产品，这
一产品在 2014年和 2015年深受市场欢迎，但
由于技术壁垒不高，这一产品面临着红海的竞
争。2016年他们根据公司既能做硬件又能做
软件的优势，创新推出了“Y哥 AR投影仪早
教学习机”，一举摆脱红海竞争，成为荣获武汉
市东湖高新区的 2016年度创新企业奖，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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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

为光谷 2016年度的“瞪羚企业”。
彭泉表示：“目前市场上的 AR产品种类
非常少，主要就是 AR眼镜，我们研发生产的
Y哥 AR投影仪早教学习机，不仅能够更好地
与孩子互动，还能保护孩子的眼睛。这次入围
决赛，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资源，帮助他们把
产品做得更好。”
本次大赛由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苏州
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西安市碑林环大学
创新产业带等联合主办，是我国首个以推进光
电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的赛事。本次大赛的
举行，不仅能促进我国光电科技成果产业化，
对促进青山区招商引资和经济转型升级也具
有重要意义。
欧雷奥光电研究院技术顾问、北京理工大
学光电学院倪国强教授表示，中国光电产业化
方兴未艾，作为我国光电产业发达区域的三
“足”之一，武汉大有可为。

鸿运滚滚来，工银理财 17同行：期限
181天，10万起，参考年化收益率 4.20%。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金钥匙·安心快线”系列产品
助您实现灵活理财，先赢一步：1、“安心快线
天天利滚利第 2期”，每日开放申购、赎回，在
规定时间内申购资金当日起息，赎回资金实
时到账，个人 5万元起购，对公 10万元起购，
预期年化收益率 2.7%；该产品具备自动理财
功能，客户签约后，每个工作日 22点系统自
动申购，助您实现“懒人理财”。
2、
“安心快线步步高”个人专属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起购 5万元，每日开放申赎，
规定时间内赎回资金实时到账，预期年化收
—3.8%，产品收益率随持有期增
益率 2.3%——
加而递增，兼顾流动性、收益性。
3、
“农银私行·安心快线天天利”开放式
人民币理财产品，起购 100万元，每日开放申
赎，规定时间内赎回资金实时到账，预期年化
收益率 3.2%-3.4%。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十堰中行 22.4亿元
支持汉江集团发展

本报讯（记者胡楠 通讯员汪勇）近日，中行
十堰分行为汉江集团提供的整体金融授信服务
方案获批，根据协议，2017年该行将融资 22.4
亿元，支持汉江集团转型创新和提速发展。
汉江集团是以水力水电经营为主的国有企
业，其主导开发经营的潘口电站、孤山电站、汉
江铝业，和即将开工建设的汉江流域水电项目，
和以其为主体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工程，为湖
北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针对企业不断增长的项目投资力度和融资
需求，十堰中行按照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结合汉江集团主营产业生态绿色环保的
特点，全力争取规模和倾斜政策，信贷投放几乎
涵盖集团所有的重大项目开发建设，银企合作
向着全方位、全产品、全流程方向不断深入。
截至目前，该行累计为汉江集团提供授信额
度已达近 30亿元。与此同时，十堰分行充分发挥
国际化渠道优势，通过优质的结算服务和不断创
新的金融产品，在国际结算业务、进出口信用证、
保函和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
去。为满足该公司财务管理优化和提升的需求，该
行还通过向上争取技术资金支持，为集团开发了
“银企系统对接”产品，全面升级电子产品结算系
统，为企业智能化、电子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广发银行开通“存管直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 田 甜 记者 程 思 思）作为国
内最早获得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银行业务资
格的银行之一，广发银行第三方存管业务因势
而动，全力打造“广发银行存管直通车”服务品
牌，推出“24小时掌上开户”优质专业服务。
“银行柜台上班我也上班，柜台下班我还在
上班。”记者了解，一般通过银行柜面办理第三
方存管业务的时间与股市交易时间对接并略微
扩大范围，是工作日上午 9：00至下午 16：00，对
于上班族而言，没有时间去柜台办理证券开户
关联第三方存管，成为大多数人最头疼的问题。
为了解决该问题，广发银行联手证券公司推
出一站式签约，实现办理业务“不临柜、不排队”。
用户只需要下载证券公司掌上开户 APP开立证
券资金账户，选择广发银行作为第三方存管银行，
并在 APP上录入相关开户资料即可完成开户。
目前，广发银行与国内主流券商均建立了
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其中，绝大部分已实现了一
站式签约功能。客户只需持广发银行任何一张
借记卡，通过证券公司开通证券资金账户并签
约第三方存管业务即可。

小米 6昨日发布 标配 6G内存

雷军：将性价比坚持到底
本报讯（记者梅丹）“这部手机融合了七年
来小米所有的创新”，昨日小米年度旗舰手机小
米 6在京发布，发布会上小米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雷军深情地说出了这句话。
据了解，作为小米创办七年以来的集大成之
作，小米 6亮点颇多。在配置方面，采用了高通骁
龙 835处理器，是国内首款采用该处理器的手
机，标配 6G内存；在拍照方面，采用变焦双摄和
四轴光学防抖解决方案，使得拍摄远景更清晰，
拍摄人像可背景虚化；在外观方面，采用了四曲
面玻璃机身与高亮不锈钢边框相结合的设计。
对于“米粉”最为担心的售价会提高的问
题，当昨天发布会现场雷军给出答案时，现场响
起了“米粉”热烈的掌声。“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
相比，这绝对是良心价”，现场一位“米粉”向长
江日报记者表示。
据悉，小米 6将于 4月 28日上午 10时正
式开售。届时，包括线上的小米商城、小米之家、
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平台，以及线下的核心
专卖店将全面开售。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发布会上，雷
军动情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表示，面对不断增加
的成本压力，小米会坚持贴近成本定价的原则，
将性价比坚持到底。
据雷军透露，到了 2017年，小米在技术上
的积累渐露峥嵘。截至 2017年 3月 28日，小米
的全球专利授权量已达 4043件，其中国际专利
就达到了 1887件。小米对科技创新的探索，已
开始收获成果。
在新零售探索方面，雷军透露，目前小米之
家专卖店已开 72家，开一家火一家，其受欢迎
程度超出了预想。今明两年，将继续开拓实体
店，向 1000家的目标大步迈进。

中国银联发布《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告（2017）》

移动互联网成产业竞合焦点

本报讯（记者 程 思 思 通讯员 易 凌）日
前，中国银联发布《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
告（2017）》。报告以银联网络转接清算数据
为基础，结合当前产业形势和行业热点，从
境内外银行卡市场、移动互联网支付、产品
与技术创新等多个视角，进行持续跟踪和分
析。
报告显示，去年中国银行卡产业继续稳
步发展，各类支付应用不断创新并渐次普
及，行业监管规范趋严，市场竞争程度加剧，
移动互联网成为产业竞合的焦点，自主支付
技术发展与标准输出不断取得突破。展望
2017年，监管从严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
作用将促使支付行业主体生变，农村市场、
跨境市场以及前沿支付技术将成为各类支
付机构的关键布局点。

报告指出，2016年银联网络转接交易 性产业生态不断演进，激发更多支付产品和
金额 72.9万亿元，占全球银行卡清算市场 业务模式创新。
份额进一步提高。银联卡全球发行累计超
随着监管政策明朗，中国银联联合商业
过 60亿张，银联卡全球受理网络已延伸到 银行共同启动扫码支付业务，“银联云闪付”
16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逾 4000万家商户 内涵更加丰富，NFC和二维码并存的移动
和超 220万台 ATM，用卡增值服务不断丰 支付格局初步形成。可受理多种支付方式的
富。
“聚合支付”产品不断涌现，各种受理设备也
其中，境内非接受理环境显著改善，促 随之向集成化和智能化方向升级，商户端的
进了“银联云闪付”中金融 IC卡、各类手机 市场竞争将从提供多种受理方式向深层次
Pay等基于 NFC技术的支付产品迅速应 服务转移。
用。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业务的推出又进一
为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人民银行继续加
步促进了非接受理环境的提升。
大支付牌照监管力度，至 2016年底持有牌
个人银行账户的分类管理激发了商业 照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减少至 255家。银行卡
银行的支付创新活力，拥有非银行支付机构 定价调整新规的落实和监管机构对非银行
牌照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积极加大与商业银 支付机构备付金账户的严格管理，将促使支
行 II、III类账户的合作范围，跨界合作的良 付行业进一步整合。

支付宝 60亿元推进无现金联盟发展

良品铺子成首批联盟成员

本报讯（记者 胡 楠）18日，无现金联盟
在杭州成立，联合国环境署、蚂蚁金服为理
事，良品铺子等首批 15家联盟成员将共同
倡导低碳运营、提升商业效能，加速从现金
到无现金支付的转化。
无现金联盟首批成员包括支付宝、家乐
福中国、首都机场、华强电子世界、ofo小黄
车、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良品铺子、上海
罗森、浙江省新华书店、杨铭宇黄焖鸡米饭、
芬兰旅游局、芬兰移动支付服务商 ePassi、澳
大利亚移动支付服务商 Paybang、口碑、饿了
么等。
作为发起方之一，支付宝母公司蚂蚁
金服宣布，未来两年将提供 60亿元来帮
助联盟成员推进无现金进程，联盟商户的

无现金支付比率将达到 50%。同时，加入
无现金联盟的商家，以后能在蚂蚁金服更
便捷地获得贷款、会员管理等服务，优先
参与支付宝各类营销活动，优先获得各类
补贴。
良品铺子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看重无
现金支付给自己带来的新生意。2015年 9
月，良品铺子牵手 IBM，斥资 5000万元打造
全新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良品铺子接入支付
宝以后，给门店带来了 10%的增量销售。
2016年“双 12”活动，良品铺子的销售更是
日常的 4.5倍。目前门店的支付宝占有率已
经达到总销售额的 25%，这个数据随着时间
的推移还会继续增长。
通过无现金支付、数据、信用等能力的

共享，无现金联盟将有望提升商家收银效率
60%以上，并能节省交易成本，还能降低碳排
放：3580笔收款，就相当于为地球种了一棵
梭梭树。
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张世钢说，无现
金支付不仅方便高效，而且很低碳环保，根
据推算，如果年账单 15万的商家全年全部
采用无现金支付，本身就相当于为地球种了
一棵 20年的树，而为了鼓励这种低碳行为，
新成立的无现金联盟会之后会以成员商家
名义多栽种 100万棵树。
据悉，无现金联盟目前已经面向全球范
围内的商业机构和组织开放，申请机构只要
在支付宝上搜索无现金联盟生活号，即可完
成申请。

中信银行与 ofo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新增联名用户免 99元押金 共同成立公益基金支持贫困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徐珊珊 记者程思思）日
前，中信银行与 ofo小黄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中信银行表示，ofo小黄车努力使人们的
出行没有陌生的角落，而中信银行长期以来
推动普惠金融，以金融产品和服务没有陌生
的角落为目的，正是因为理念上的一致，双
方决定开启全面战略合作，使共享经济的生
态圈更加丰富。
据了解，中信银行与 ofo小黄车将共同

发挥各自优势，向双方客户提供广泛而有效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积极探讨其他创新业
务领域，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押金监管、
支付结算、跨境金融、资金托管、授信支持、
联名借贷合一卡、市场营销、公益活动等。其
中，中信银行将针对 ofo小黄车骑行客户量
身定制专属借贷合一联名卡，符合中信银行
信用评级条件的联名卡新客户可享免 99元
押金骑行 ofo小黄车，联名卡同时具备借记

卡、信用卡功能，可以实现客户联名卡内资
金的生息、理财等功能，并为骑车人免费提
供人身意外保障保险，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的金融服务。
同时，双方将携手助力社会公益，中信银
行与 ofo小黄车共同出资成立“温暖每个角
落”公益基金，双方合作每新增一个联名卡客
户，中信银行和 ofo小黄车将代表客户捐出 1
元钱，专项用于帮助贫困地区孩子读书、上学。

打造专业化的职业销售队伍
泰康举办第十六届世纪圣典
日前，泰康在四川举行第十六届世纪
圣典，董事长陈东升率泰康高管与 900多
名泰康销售精英参与了此次活动，清华大
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作为特约嘉
宾，就世界经济网络化、波动冲击进行了主
题演讲。
“世纪圣典”是泰康对上年度全国各业
务系列顶尖营销员进行的年度表彰，是泰
康保险营销员最高级别的荣誉盛典，代表
着业务系列最高荣誉。“世纪圣典”每年 4
月举行，从 2002年开始，已在包括北京、夏
威夷、西班牙等国内外旅游胜地举行。
泰康方面透露，目前，泰康已打造了一
支超 50万人的营销队伍。2017年一季度，
泰康在业务强劲发展的同时，更加追求提
供高质量的客户服务，启动了诚信销售与
客户体验工程，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不断
提升业务品质，让诚信成为泰康的名片与

核心竞争力。
“泰康一直立志做业务好、财务好、服
务好的公司，泰康一直倡导，不误导客户、
不诋毁同业、诚信经营。当我们以保险为终
生事业，以泰康为终生奋斗的职业舞台时，
我们一定是诚信经营的，一定是以客户为
中心的，一定是以专业服务为核心的，而这
正是打造伟大的专业化、职业化销售队伍
的基盘。”在世纪圣典的现场，面对泰康的
销售人员，陈东升董事长重申了对于诚信
经营的坚决态度。
会上，泰康再次明确了发展方向和目
标：让保险安心、便捷、实惠，让人们健康、
长寿、富足，为人的生命服务。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礼赞生命！发挥诚信经营、客户
至上的精神，以专业化、职业化打造伟大的
销售公司！泰康率先倡导和践行的“活力养
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

4月 18日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汉银
财富”恒盈系列第 428期理财产品持续热销
中，5万元起售。
募集期：2017年 4月 18日 -2017年 4
月 25日
起息日：2017年 4月 26日
到期日：2018年 4月 24日
计息天数：363天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4.5%
详询各网点或致电 96555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龙盈理财”系列理财产品特
供：即日起至 4月 27日，预期最高年化收益
率 4.9%，5万起购，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
购买，期限 3月至 2年可选。理财非存款、产
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更多信息欢迎咨询各网点理财经理。

浦发银行

新客户理财专享：4月 19日、4月 26日
上午 9点准时发行，188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9%，5万起售。
另 4月 24日上午 9点还将发行 123天
理财，预期年化收益率 4.65%。
详询 95528或附近浦发银行网点。

工商银行信用卡

深海底海鲜融合餐厅 1.工银大武汉 OK
爱车卡持卡人凭卡享满 200元减 100元，100
元封顶。
2.活动期间逢周二，持卡人至深海底海
鲜融合餐厅门店刷卡消费可享“满 200元减
100元”优惠，每卡每限享受优惠一次。每次
限 1人享受。
3.活动总名额为 200个，在活动期间如
名额用完，可续签名额。活动结束后，如优惠
名额还有剩余，则活动日期顺延至名额用完
为止。
4.此优惠不与深海底海鲜融合餐厅同期
其他优惠同享。
地址：洪山区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一期）
五楼 D区 MVP活力客
时间：2017年 3月 7日 -2017年 5月 7
日
电话：027-88133177
炻肉堂 1. 工银大武汉 OK爱车卡持卡
人凭卡享满 200元减 100元，100元封顶。
2.活动期间逢周二，持卡人至炻肉堂餐
厅刷卡消费可享“满 200元减 100元”优惠，
每卡每限享受优惠一次。每次限 1人享受。
3.活动总名额为 200个，在活动期间如
名额用完，可续签名额。活动结束后，如优惠
名额还有剩余，则活动日期顺延至名额用完
为止。
4.此优惠不与炻肉堂餐厅同期其他优惠
同享。
地址：武昌区沙湖大道 18号万达广场 3
楼
时间：2017年 3月 7日 -2017年 5月 7
日
电话：027-87717117

农业银行信用卡

体商业模式，将虚拟保险金融产品和实体
的医养服务有机结合，提供让中国人更健
康、更长寿、更富足的解决方案，不断得到
客户的肯定与市场的认可，陈东升董事长
为业务精英们布道了泰康的发展战略。同
时，他也指出，未来，健康财富规划师将成
为泰康销售精英的职业发展方向。
（通讯员王薇）

保险专家
长 江 日 报
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
合办

全国客服热线
95522

7折独享半秋山、荷花亭
活动内容：即日起至 6月底，农行信用卡
持卡人（准贷记卡、商务卡除外），在农行掌银
APP成功抢优惠资格券后，每周任意一天于
活动门店刷优惠券绑定卡消费，单笔 200元
内享 7折优惠，详询店内。
每卡每活动月限参与 2次，名额有限，名
额满则活动自动终止，以系统判定为准，恕不
另行通知。
本优惠在客户支付时自动实现立减，如
发生退货仅返还原刷卡扣款部分金额，优惠
部分金额不开具发票。

浦发银行信用卡

即日起，通过车点点申请浦发信用卡，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即可获得 5次免费洗车：
1. 核卡 60天内激活并任意刷卡消费一
次，即可获赠 3次免费洗车；
2. 核卡 60天内在车点点特惠洗车使用
小浦支付消费一次，即可获赠 2次免费洗车。
同时，新老客户还可花 270元购得市场价值
650元的车主服务礼包（包含 12次洗车、50
元加油代金券、打蜡 1次，道路救援 / 搭电 1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