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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2”
来了，
多店 24 小时不打烊

武汉人出门吃喝玩乐全国领先
武汉晨报讯（记者孙珺）第五个“双 12”要来了！不
管是到店还是外卖，吃喝玩乐全场景一部手机都可以搞
定，武汉人本地狂欢又有理由了。而连续五年“双 12”，
武汉人购物的激情在全国来看都是遥遥领先的。

将参与 5 折菜品等。和往年相比，市民还可以享受免配
送费、24 小时不打烊等福利。

5 折只是基础款

历年数据显示，参与“双 12”的线下商家从 2014 年的
2 万家增加到 200 万家，覆盖场景从商超扩展到城市生活
的全场景，消费体验从移动支付扩展到手机点单，数字化
的生活体验正在延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记者跟进五年“双 12”，2014-2015 年，主要是支付宝
移动支付的普及，开启了线下交易和人的信息的数字化。
2016-2017 年，
口碑和支付宝通过移动支付与在线商品营
销，
在推动线下市场人、
交易、
货品的数字化。2018 年，
则
全面加速本地生活市场的人、
货、
场的数字化进程。
去年“双 12”数据，384 万武汉人参与了口碑双 12 线
下抢购，
参与人数排名全国第三。

5 日，记者获悉，今年参与口碑饿了么 1212 吃喝玩乐
节的线下商家超过 200 万家，包括星巴克、肯德基、麦当
劳、必胜客、汉堡王、银泰等国内外超级品牌。在武汉，除
了这些大品牌，还有良品铺子、周黑鸭、工匠面包、椰岛等
湖北本土品牌等，涵盖餐饮、便利店、生鲜、美容美发、购
物中心、医药等日常生活全场景。
“双 12”当天，市民可以在活动商家最集中的解放大
道、中南、光谷等商圈一同狂欢，
抢 5 折只是基础款。
“双 12”期间，饿了么上，麦当劳、海底捞等众多大牌

武汉人网购领跑全国

口碑饿了么“双 12”宣传广告

美发店两年换三个老板 每次要加一次钱激活旧卡

消费者质疑遭遇预付卡连环骗局
武汉晨报讯(记者马辉)同一门面房，两年就有三个
是加钱充了 1000 元的值，才算激活了旧卡。谁知，加钱
老板经营，换一个老板就要加一次钱，才能激活老美容
充值后没两个月，理发店又改弦更张，易手到“芭黎雅”美
卡。武汉一消费者质疑商家：到底是在玩“连环套”，还是
容美发公司。
“芭黎雅公司”的规定更为苛刻：首先是“梵
经营不善？
希”的老卡不能退，其次是要充值才能消费，而且不能享
程先生投诉称，他于去年在武汉市汉口红旗渠路
受原来的三折消费，要改成六折。更令人头痛的是，老卡
108 号顶琇国际公馆 1-2 号楼裙楼的“苏豪”理发店，办了
必须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消费完，给出理由是超过期限，
一张 2000 元的卡，当时商家承诺是可享受三折优惠。不 “收银系统无法登录”
。
料，卡里的钱还没消费完，
“苏豪”理发店就改换门庭了，
程先生觉得，理发又不像到餐馆就餐，隔三岔五就可
卡里还剩 1300 元无法消费。
以去消费。他从头到尾仔细想一想，觉得自己疑似中了
接手的是“梵希美发美容中心”，
“梵希”的老板提出： “连环计”，
于是向工商部门投诉。
一是老卡不能退现金；二是必须再等额充值，才能“转卡
5 日，参与调查此事的工商人员告诉记者，
“芭黎雅”
消费”。程先生虽然觉得有点不合理，但出于无奈，他还
方面总是以各种借口不提供公司与“梵希”的关系。工商

人员还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找到“梵希”美发店的
有关人员，
情况正在调查中。
目前，工商部门正与商务部门合作，携手做好移交工
作，
以减少消费者的损失。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许多预付卡都在玩“连环套”，
这类商家是钻法律空子的老手，执法人员一般很难查到
有力证据，证明商家之间的“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也就
很难对相关商家进行查处。即便是查到确凿证据，证明
商家是欺诈消费者，也往往因老板已将钱挥霍一空，或者
投资失败，也无法追回消费者的损失。提醒消费者，购买
预付卡须谨慎，切莫因折扣优惠冲动消费。

多场国际论坛连续举办助民企找先机
武汉晨报讯（通讯员孙培翔 记
者杨莉）近期，以“跨境投融资”
“外汇
财资服务”
“石油贸易与跨境金融”为
主题，交通银行在海口市接连举办了
三场国际业务圆桌论坛，80 余位企业
代表参加了论坛活动人民银行专家
解读中央金融政策、分析经济市场形
势，介绍中国(海南)自贸区(港)建设进

展及金融创新情况，帮助企业提早布
局、抢占市场先机。论坛在国际贸
易、跨境投资、风险管理及全球化发
展等方面为与会企业量身定制了全
景式的跨境综合金融方案。
“跨境投融资”论坛以海外投资
风险与保障、跨境税务规划为视角，
为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寻找答

案。新成立的交行外汇衍生品金牌
团队在“外汇财资服务”论坛中集体
亮相，现场为与会企业提供专业咨
询。
“石油贸易与跨境金融”论坛让大
型石油央企和地方民营炼油企业面
对面对话，交行现场开展撮合并根据
双方需求配套金融产品，获得客户们
的交首称赞。

服务民营企业“十九条”出台
武汉晨报讯（通讯员陈迪喜 记
者陈小敏）近日，记者获悉，兴业银
行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民营
企 业 服 务 质 效 的 意 见》
（下 称《意
见》），从战略引领、组织推动、服务
改进、风控优化、激励约束五大方面
提出 19 条针对性措施，精准制导，切
实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水平。

据介绍，
《意见》提出遵循兴业
银行“商行+投行”转型发展战略，在
风险资产、FTP 定价、财务资源、专业
研究、科技投入等方面向民营企业
倾斜，持续优化服务民营企业的机
制和流程；明确加快推动客户服务
体系改革落地，对民营企业实行分
层分类管理，针对大中小型民营企

业采取差异化服务模式。
《意见》还指出，对暂时遇到经
营困难，但主业突出、产品有市场、
项目有发展前景、技术有市场竞争
力的民营企业，不盲目停贷、压贷、
抽贷、断贷，业务到期前提前与客户
沟通设计授信方案，共渡难关、相伴
成长。

两项支持民企债券融资的工具落地
武汉晨报讯（通讯员陈迪喜 记
者陈小敏）近日，由兴业银行作为主
承销商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CRMW）创设机构的两支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落地，有效提升
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

据了解，这两支民营企业债券
融资支持工具分别是中债信用增进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联合
创设的 18 中天科技 SCP001 信用风
险缓释凭证（CRMW），创设金额不
超过 1 亿元，债项发行金额 2 亿元，募

集资金用于偿还存量融资；兴业银
行单独创设的 18 亨通 SCP014 信用
风险缓释凭证，创设金额不超过 2 亿
元，债项发行金额不超过 5 亿元，募
集资金用于偿还存量融资。

银行发布助力上海“四大品牌”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武 汉 晨 报 讯（通 讯 员 陶 木 子 记
者杨莉）近日，浦发银行“助力上海
打响‘四大品牌’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1.0”正式发布。该方案从企业实际
需 求 出 发 ，重 点 包 括 航 运 、高 端 制
造、绿色环保、自贸与海外金融、要
素市场、科创、文创、零售八大重点

领域特色金融服务方案，旨在为企
业参与“上海服务”
“ 上海制造”
“上
海购物”
“ 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设
提供融资和融智的综合金融服务。
据 介 绍 ，浦 发 银 行 高 度 重 视 上
海“ 四 大 品 牌 ”建 设 工 作 的 贯 彻 落
实，对标打响“四大品牌”的各项目

标和举措，结合自身转型发展实际，
研究制定了具体推进落实的工作方
案和责任分工表，持续加大对“四大
品牌”核心企业融资支持。截至目
前，浦发银行服务上海“四大品牌”
建设的贷款余额达 9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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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银行开展环境健康
与卫生安全知识讲座
武汉晨报讯（通讯员渤宣 记者陈小敏）近
日，
渤海银行武汉分行日前特邀湖北全民科教网
专业老师，
举办环境健康与卫生安全知识讲座。
据悉，此次讲座重点对公共卫生安全、新环
保法条例、
环境卫生、
垃圾分类、
食品及饮用水安
全等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
并通过图片展示、
数据
分析和化学小实验等方式，
分析了当前环境污染、
水污染现状，
推荐了更加健康安全的日常生活知
识。在互动提问环节，
该行员工踊跃提问，
就自身
关心的环保及日常生活知识进行了咨询。
此次讲座内容与生活实际结合紧密，
既有理
论高度，
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使员工了解了保
护公共环境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掌握了一些健康
安全的日常生活知识，
深受员工欢迎。员工表示，
将把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进一步牢固树立环
境保护意识，
自觉养成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

银行为青年员工提供公寓
武汉晨报讯（通讯员杨慧 记者杨莉）
“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积极响应武汉
市政府“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切实
落实员工关爱，更好地满足青年员工多元化的
需求，11 月 30 日，华夏银行武汉分行举行 2018
青年员工公寓入住仪式。
据了解，华夏银行武汉分行青年员工公寓
建立于 2015 年，是为了减轻在武汉市无自有住
房青年单身员工特别是刚入职大学生员工群体
的生活负担，统一租赁的周转性住房。
华夏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杨伟开启 2018
年青年员工公寓入住大门，为首批新入住 9 名
员工代表逐一发放了新房间的钥匙，表示小小
的钥匙承载着分行党委给予每一名员工满满的
归宿感、安全感、幸福感，深情寄语青年员工在
华夏银行工作顺利、生活幸福，与华夏银行同呼
吸、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