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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贴钱“火拼”打车软件

移动支付市场竞争升级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花坐公交的钱打车” 、“打

车不花钱” ，这并不是白日梦，而

是近期由微信支付与支付宝钱包

引爆的打车软件贴钱“大作战” 。

分析人士指出， 不管是微信

支付功能的强势来袭， 还是支付

宝钱包的乘胜追击， 其背实则是

对移动支付市场的争夺， 这一市

场或成为 “下一个万亿元级市

场” 。 专家预计2014年，互联网金

融巨头之间的移动支付大战将不

断升级。

“请全国人民免费打车”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近

日 “花坐公交的钱享受打车待

遇” ，成为时下年轻人的新潮流。

支付宝方面高调宣布， 支付宝钱

包联合快的打车追加投入5亿元，

请全国人民“免费” 打车。支付宝

方面披露的数据显示，到1月25日

活动上线仅3天，这一活动的日成

交订单数已突破10万笔。

据悉， 此前微信方面联手嘀

嘀打车力推微信支付， 乘客和司

机每单各奖励10元。随后，支付宝

方面“豪掷” 5亿元，乘客无论是

从快的还是支付宝钱包内进入打

车流程，用支付宝付款后，司机当

场将获得15元奖励， 乘客则当场

减免10元车费。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手机里下

载了号称“打车神器” 的两款软

件之后，亲自体验了一把：使用嘀

嘀打车，发出语音订单，不到半分

钟就有出租车司机抢单成功。 十

多分钟后，出租车到达目的地，计

价器显示的金额是14元。 记者通

过微信支付，当场减免10元，也就

是仅需支付4元。 与此同时，出租

车司机手机连接的嘀嘀打车账户

收到了车费14元， 更让他高兴的

是， 嘀嘀打车还另外奖励他10元

钱。微信支付每次接单奖励10元，

一天最多5单。而如果用支付宝付

费的话，每次接单奖励15元，一天

最多5单。

“占领” 移动支付市场

对于这样一种“烧钱” 式的

竞争， 不少乘客和出租车司机笑

称“坐收渔利” ，并希望“继续” 。

而业内人士直言， 两个打车软件

之间的较量，其实是阿里巴巴、腾

讯两大互联网金融巨头之间的竞

争， 其根本目的是占领有巨大潜

力的移动支付市场。据了解，嘀嘀

打车是腾讯投资的公司，1月6日

刚获得来自腾讯等公司上亿美元

投资； 快的打车则是阿里巴巴派

系，第一轮投入资金不超过1000

万元，未来可能会追加。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连接线

下与线上的第一入口，移动支付

成为互联网金融巨头争夺的焦

点。 打车软件绑定支付宝或微信

支付，只是移动支付战争的一个

环节，随着O2O（线上到线下）

业务竞争激烈，互联网金融机构

亟须培养、引导用户在各种线下

场景中使用支付宝钱包或微信

支付。

央行最新披露的2013年三

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

示， 移动支付业务保持高速增

长，共完成业务4.98亿笔，金额

2.9 万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00.97%和490.20%。 艾瑞数据

显示，2013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

付市场交易规模达 12197.4亿

元，同比增速707%。 其中，转账、

还款等个人应用成为主要的交

易规模来源，移动网购已不再是

支撑行业发展的主要场景。 艾瑞

咨询认为，伴随着移动支付技术

的发展， 线下将成为互联网巨

头、收单机构、运营商、银行等多

方竞争的核心战场。 而伴随着线

上市场的逐步成熟，互联网支付

企业将聚焦于线下到线上的反

向O2O市场，以期在线下市场取

得突破。

互联网金融新政频出

保险业借势迎商机

□本报实习记者 李超

近日， 监管层对于保险在互联网时代发展

的表态， 使市场对于保险业未来拓展新领域的

前景充满期待。有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将改造

保险销售渠道，促进经营模式改变，而政策、行

业环境所释放的红利，有助于保险业快速发展。

互联网商机显现

2014年，保险业屡有新政传出。1月16日，保

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2014中国互联网金融高层

论坛上表示， 保监会正抓紧起草网络保险业务

的监管办法。 下一步在做好保险监管的同时，要

重点研究关于互联网保险监管的思路。 对专业

的互联网保险公司，将来要有专门的监管，一方

面要坚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要切实防范风险。

2013年8月，保监会发布了《关于网络保险

开展验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针对网络保险

公司的经营特点， 在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和公

平竞争方面提出特别要求， 防范网络保险特有

风险。

近日，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促进人身保险

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规范发展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显示，监管层从多个方面细化了保

险公司互联网经营的业务规范。 明确了人身

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 应通过互联

网完成宣传和销售流程， 确认投保意愿并完

成网上支付。

此外，通知明确，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销售

短期意外险和健康险、 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产

品，经保监会审批为“网销专属产品” 的，可以

将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支机构的法人机构

经营范围。 这意味着中小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

壁垒将被打破。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互联网销售产品的风

险控制，一直是监管层的工作重点。在将更多经

营自主权交给保险公司的同时， 保监会还对后

者审慎经营、风控和成本管理作出了要求。保险

业迎来的新机遇， 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得到支

持，在信息平台的搭建完善方面，也将迎来明显

的利好。

1月15日，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中国保信” ）正式成立，成为全国

性的保险信息共享平台， 为保险产品互联网管

理提供了新的依据。据媒体报道，该平台现已完

成对数十个省级分别建立的车险信息平台系统

接收工作。 未来计划将已运行较为成熟的车险

平台进行整合，随之扩大和延伸到财产险、寿险

（包括健康险、大病保险、新农合等）以及保险

资金运用范畴。

业内看好发展前景

业内人士分析， 保险业进军互联网的政策

导向，延续了2013年的监管思路，是在市场化改

革的同时，加入了积极的引导和规范，符合保险

产品互联网销售的趋势性特点。未来，随着更多

的规范出台，保险业还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

日前， 保险业内人士在第十一届中国财经

风云榜保险分论坛上预测，2014年，互联网“语

境” 将给传统保险渠道带来机遇。 一方面，保险

业可能迎来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举措， 如新型

产品费率管制的放宽， 商业车险改革方案抓紧

酝酿和完善；另一方面，保险监管将遵循由市场

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 着力减少政府行政

管制。而监管思路的转变，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保险机构的创新热情。

保险业人士认为， 目前国内保险产品创新

的主要渠道，已经开始向互联网转移，并从需求

端入手， 优化用户体验， 提升保险产品的吸引

力。 但与此同时，一些“过度创新” 也令人忧

虑———产品设计复杂，或一味追求噱头，甚至过

分强调博彩因素。

业内共识是，互联网“语境” 将改造保险渠

道，更将促进经营模式改变，而政策、行业环境

所释放的红利，将促进保险业发展。和讯放心保

运营总监张焘认为， 现在很多产品销售渠道遇

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其不能适应互联网“语

境” 。 保险业需要尝试对原来成功的渠道进行

改良，使其更接近互联网用户。

国有大行与中小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进一步扩大

银行理财收益率止跌回升

□金牛理财网 薛勇臻

春节将至， 受节日效应等因

素影响， 上周短期限资金利率再

度飙升， 银行理财收益率迎来今

年首次回升。 尽管央行多管齐下

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但银行春节

前资金备付压力难以缓解。因此，

预计春节前银行理财收益率将继

续回升， 投资者可把握住春节前

高收益产品增多的好时机， 果断

出手锁定收益。上周，国有大行理

财产品指数行至5.47%，中小行指

数行至5.93%，分别较前一周下降

8BP和上涨2BP，两者利差扩大至

46BP，因此投资者可多关注中小

银行理财产品。

发行量连续增加

收益率止跌回升

金牛理财网截至1月24日的

监测数据显示，上周（2014年1月

18日至1月24日）106家银行共新

发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891

款，较前周增加26款，平均预期年

化收益率为 5.75% ， 环比上涨

2BP。 从收益率分布来看，收益率

超过6%产品保持在三成上下。 上

周五的金牛银行理财综合收益指

数行至5.74%， 周跌幅仅1BP，显

示银行理财市场走势平稳。

从银行类型来看，上周国有

大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跌幅连续

收窄，中小行产品止跌回升。 国

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率下跌5BP至5.44%； 股份制商

业 银 行 收 益 率 下 跌 1BP 至

5.93%； 城市商业银行收益率上

涨5BP至5.89%； 农村商业银行

收益率下跌1BP至5.74%。 上周

国有大行理财产品指数行至

5.47%，中小行指数行至5.93%，

分别较前一周下降8BP和上涨

2BP，两者利差扩大至46BP。

从收益类型来看，上周保本

类产品量价齐升，非保本产品收

益率微升，但发行量下滑。 上周

保本浮动收益型平均预期收益

率上涨9BP至5.35%； 保证收益

型收益率上涨19BP至5.1%；非

保本浮动收益型收益率上涨

2BP至5.92%。 从金牛银行理财

指数来看，保本类理财产品指数

行至5.25%，周涨幅约4BP；非保

本类指数行至5.88%，与前一周

持平。

从投资期限来看， 上周短期

产品收益率继续小幅下跌， 中长

期产品升幅明显。 其中，1至3个月

期 限 预 期 收 益 率 下 跌 3BP 至

5.72%；3至6个月期限收益率上涨

2BP至5.85%；6至12个月期限收

益率上涨17BP至5.97%。 从金牛

银行理财指数来看， 上周短期指

数行至5.69%， 中长期指数行至

5.84%，较前一周分别下降2BP和

上涨4BP。

节前收益率看涨

把握时机选产品

上周资金面骤紧，央行紧急通

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实现净投

放3750亿元。 此外，央行还通过扩

大SLF试点范围提供短期流动性。

尽管央行多管齐下保障春节前资

金供应，但仍然难以缓解节前银行

资金备付压力。 比如，上周五跨春

节的2周SHIBOR升至6.765%的高

位，1个月品种依旧上涨。

春节前资金压力已经在银行

理财市场有所体现，上周理财收益

率迎来今年的首次回升。中小行收

益率企稳回升，并且部分银行涨幅

显著，资金压力偏大的中小行或成

为春节前银行理财市场的亮点。保

本类产品收益率出现大幅上行，体

现了银行理财市场的节前特点。此

外，上周中长期限产品收益率明显

回升， 尤其是6至12个月产品收益

率大涨，或是对新年以来中长期资

金利率连续上涨的反映。

预计春节前银行理财收益率

将进一步回升， 投资者可把握住节

前高收益产品增多的好时机， 果断

出手锁定收益。 需要提醒投资者注

意的是，具体到银行来看，不同理财

收益率可能有升有降， 因此在挑选

产品时要货比三家， 有一定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者可多关注本地城商

行的高收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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