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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种爱好渐渐淡去，若干年后才体会到那是种极大

的缺憾，回首往昔曾经遗落在来路上的那些许许多多遗憾

与不完美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为美好的回忆。接受人生

的不完美，我会跟随自己心的方向，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

看一部优秀的电影抑或是漂洋过海的旅行，乘小火车从瑞

士去看阿尔比斯山的雪、去多瑙河边寻访李斯特的旋律、

在凯旋门下感受拿破仑的气度和埃菲尔铁塔的浪漫、塞纳

河畔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与驻足一次弥撒、感受世界艺术

殿堂卢浮宫的恢宏与蒙娜丽莎微笑……。

 

     今天是父亲节，每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总想起电

影《美丽人生》中的犹太人圭多，他和儿子被送进了纳粹

集中营，为人父的圭多为了不让儿子的童心受到伤害，他

笑着为儿子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所有的一切，一切凶

神恶煞，一切牛鬼蛇神，不过是个游戏，一个可以赢得坦

克的游戏。虽然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但换来了儿子胜利

的奖品，一架真实的坦克。

      用电影《美丽人生》中的经典台词与销售部同仁共勉：

向日葵向太阳鞠躬，你看到鞠的太低的向日葵直不起来，

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枯死！你是侍应（圭多曾经是个为上流

阶层服务的侍者）不是下人，服务是提高自我的艺术。上

帝为人服务，但上帝不是下人。

    推 荐 一 部 电 影：《 音 乐 之 声》（The Sound of 

Music），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丽·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

卢默、理查德·海顿主演，于 1965 年上映。改编自玛利亚·冯·崔

普（Maria von Trapp）的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

      推荐一本书：《动物庄园》（Animal Farm），亦译作《动

物农场》、《动物农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

个重要作品。本故事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

兴起和最终畸变。

销售之星——赵永明
       赵永明，华南大区总经理，负责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海南区域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

父亲节随笔

文 / 赵永明

     我出生不久，祖父便去了天国，但他却赋予我一个响

亮的名字。尽管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压根儿没有印在我儿时

的记忆里，但这个名字注定将陪伴我一生。

     祖父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听父亲说爷爷教他练毛

笔字都是从“永”字开始，因为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

于“永”字，我想祖父是希望我能一直坚持写书法，就在

永字后面缀上一个“明”字，寓意要像日月永恒般坚持练

习书法。

     起初，我一直不敢懈怠，常常对着祖父亲笔写的字帖

练习书法，到了每年春节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家和邻居们写

春联，当新年的爆竹和锣鼓声响起，看着家家户户贴上崭

新的对联时便喜不自胜，这是我幼年的最大成就感和浓浓

的年味。这种一年才一次的美好感受一直保持到我小学快

毕业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父亲工作的造纸厂碎纸

车间里，发现一本关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

旧书，当时只是出于好奇随便翻开书，正好讲到马丁·路

德·金关于 I Have a Dream 的那场演讲，便被书中的故事

深深的吸引了。从那时开始，一有空就去碎纸车间里找书

看，慢慢的我的假期和空闲时候变成读书或帮家里做家务

农活，后来也搬离原来的村庄去了县城，也再没有写春联

的机会，关于我的书法生涯也就慢慢成了过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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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全支付产品简介   

文 / 柯君辉                               

      六月底七月初全支付工作小组在济南如火如荼的对支付产品进行全面的重构及定义，并对其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诠释，力争实现功能最全，操作最简便，系统最安全、运行最可靠、行业领先的自主支付产品；对产品

架构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让多场景、多行业、多渠道融合的支付产品成为现实，并命名为新利全支付产品。

      系统的架构如下图：

员工天地
STAFF WORLD

员工天地
STAFF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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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7 月 2 日，2015 年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论坛在苏州举行。本届论坛由互联网金融支付安

全联盟主办，通付盾公司承办，吸引了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联盟 90 多家成员机构广泛参与。

各方聚焦“互联网 +”趋势下的支付创新与安全，共同分享互联网支付风险安全管理的最佳

实践。通付盾 CEO 汪德嘉做了“移动互联反欺诈的新探索”的主题演讲。

      7 月 2 日，2015 年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论坛在

苏州举行。本届论坛由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联盟主

办，通付盾公司承办，吸引了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

联盟 90 多家成员机构广泛参与。各方聚焦“互联网

+”趋势下的支付创新与安全，共同分享互联网支付

风险安全管理的最佳实践。通付盾 CEO 汪德嘉做了

“移动互联反欺诈的新探索”的主题演讲。

     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联盟由中国银联联合多方机

构共同发起，于 2013 年 10 月在上海成立。互联网

金融支付安全联盟作为国内互联网支付安全的开放

式协作平台，旨在通过完善风险联合防 范机制，保

障网络支付交易安全。目前，联盟成员单位达到 91

家，涵盖公安、银行、非金融机构、互联网安全厂商、

软件厂商、行业电商、信息安全服务商以及终端设备

制造商等各领域。

     通付盾于 2011 年 10 月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数学

博士汪德嘉先生留学归国创立，是一家国际领先的互联

网安全高新技术企业。通付盾基于“移动互联、群防群

控”的安全防护理念，精心打造开放环境的信息安全云

平台“盾云”，包括“APP 安全云”、“密码云”、“决

策云”。

     当前支付产业进入“互联网 +”时代，支付创新给

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支付体验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

新的风险特征。针对这些风险特征，通付盾 CEO 汪德

嘉博士和与会嘉宾分享了移动互联反欺诈的新探索之 

路。汪德嘉博士提到，身处目前裸奔的网络世界，信息

泄露事件不断。通付盾也在与欺诈者斗智斗勇，不断进

行技术革新，通付盾的移动互联反欺诈云平台，“云” 

“网”“端”三管齐下，构筑移动互联、群防群控的反

欺诈云平台。通付盾始终坚持开放、诚信、合作、共赢

的理念，愿与各方共同构建安全、健康的互联网金融支

付生态圈。

电商、信息安全服务商以及终端设备制造商等各

领域。

     通付盾于 2011 年 10 月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数学博士汪德嘉先生留学归国创立，是一家国际

领先的互联网安全高新技术企业。通付盾基于“移

动互联、群防群控”的安全防护理念，精心打造

开放环境的信息安全云平台“盾云”，包括“APP

安全云”、“密码云”、“决策云”。

     当前支付产业进入“互联网 +”时代，支付

创新给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支付体验的同时，也

出现了许多新的风险特征。针对这些风险特征，

通付盾 CEO 汪德嘉博士和与会嘉宾分享了移动

互联反欺诈的新探索之 路。汪德嘉博士提到，身

处目前裸奔的网络世界，信息泄露事件不断。通

付盾也在与欺诈者斗智斗勇，不断进行技术革新，

通付盾的移动互联反欺诈云平台，“云” “网”“端”

三管齐下，构筑移动互联、群防群控的反欺诈云

平台。通付盾始终坚持开放、诚信、合作、共赢

的理念，愿与各方共同构建安全、健康的互联网

金融支付生态圈。

论坛上，与会各方就人像识别、下一代反欺诈云

平台、风险大数据等前沿安全技术在互联网金融

支付安全领域的应用逐一探讨沟通，并就共同开

展“伪基站”、“黑色产业”等新风险的联合防

控进行了深入交流。各方一致表示，为应对互联

网 + 时代的支付安全新挑战，各方将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推动产业生态圈内安全数据、技术和风

险信息的开放共享，真正实现从云到端，跨界、

跨平台全网联防，共同保障支付产业安全。

2015 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论坛  

构建互联网 + 时代支付安全新常态
                                                                                                           来自 : 通付盾

     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联盟由中国银联联合多方机构

共同发起，于 2013 年 10 月在上海成立。互联网金融

支付安全联盟作为国内互联网支付安全的开放式协作平

台，旨在通过完善风险联合防 范机制，保障网络支付

交易安全。目前，联盟成员单位达到 91 家，涵盖公安、

银行、非金融机构、互联网安全厂商、软件厂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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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场景时代，关系链非常重要。而打造场景关系链的重要基础是实名。用户因实名产生信任，

继而产生信用，这成  为一切行为的基础。」樊治铭表示，支付宝在场景和实名用户上都有独特的优势。

     

      7 月 8 日，支付宝发布最新的 9.0 版本，加入了「商家」

和「朋友」两个新的一级入口，分别替代「服务窗」与「探

索」。此外，支付宝新版本还增加了亲情账户、借条、群

账户、余额宝买股票等一系列生活和沟通功能。

      「支付宝花了 8 年时间从一个工具变成一个应用，又

用了 2 年从一个应用变成一个支付平台。现在与接下来的

时间，支付宝会贯穿到各种真实生活的场景，包括消费、

生活、金融理财、沟通等多个领域，成为以每个人为中心

的一站式场景平台。」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支付事业群总裁

樊治铭表示，新的支付宝将充分发挥移动互联、大数据、

云计算的优势，将关注点聚焦到每个人，与合作伙伴一起

为用户提供更个性化、更有温度的服务。

       为此，原先的「支付宝」与「支付宝钱包」将合二为一，

成为新的「支付宝」，并启用蓝底白字的全新标识。

      支付宝从移动支付到场景平台

      樊治铭表示，金融场景化是蚂蚁金服对于互联网金融

未来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所

有行为，包括支付在内的金融服务与社交互动，都将融入

到具体的场景里。正如人们不会为了使用支付而去购物，

而是在某个具体的消费场景里自然而然的使用支付宝，人

们的理财需求也不仅仅只是孤立地为了赚钱，最终都是为

了满足生活场景中的某个目标。

     「以前，人们忙忙碌碌去追逐各种场景，生活因此越来

越碎片化，而新支付宝要让人成为中心，让消费、金融理

财、生活、沟通等各种场景重新以人为中心去建构，并通

过大数据、互联网的技术让服务更加个性化、更有温度。」

樊治铭说，接入和搭建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真实场景，是支

付宝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支付宝发布 9.0 版：

   新支付宝要建立以支付场景为基础的社交

                                                                                                                                              来自 : 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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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缴费、交通出行等生活场景，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一体

化服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水电煤缴费、交通违章交罚、

预约挂号等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目前，支付宝已经

支持全国 380 多个城市的水电煤缴费和 40 多个城市的

城市服务业务。

      投资理财方面，继余额宝、招财宝之后，新的支付

宝中引入了股票功能。用户在绑定券商账号之后，可以

通过余额宝买卖股票，特别是卖出股票后，资金会当天

回到余额宝账户，继续享受理财收益。这项余额宝买股

票的功能预计在 7 月底就将在支付宝上线。

      引入「朋友」打造基于场景的关系链

     新的支付宝，还增加了「朋友」作为一级入口，可支

持一对一沟通与群组功能。

     樊治铭表示，分享和沟通场景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场景之一。人们发现一款好的商品，找到一家好的餐厅，

发现一款好的理财产品，都会有跟朋友分享的欲望和需

求。因此，新支付宝在消费、金融理财、生活等各种场

景之外，也会支持用户在支付宝里添加朋友，支持用户

把好东西分享给朋友，给用户的沟通和分享提供场景的

支持。

     通过群组功能，经常在一起吃饭的「饭搭子」，可以

在支付宝里拉一个群，生成一个群付款码，每次吃饭结账，

出示群付款码，就可以自动从每个参与饭局的人进行 AA 

付款。吃饭之前，还可以将餐厅的相关信息分享至群，

讨论与选择大家都认可的餐厅。

     新增的经费群功能，则让各种班级群、兴趣群的运管

更加简单。每个班级的学生可以建立班费群，每个同学

可以在入群的时候缴纳班费。群账户的每一笔收入与支

出都有详细记录，所有成员可见。各类的兴趣爱好群，

也可以通过群账户来管理活动经费。未来，群账户还将

支持理财，让经费增值。

      截至目前，支付宝拥有超过 4 亿实名用户。除了是最多

人首选的网上支付方式，支付宝已经在餐饮、商超、便利店、

医院、出租车、专车等众多线下场景实现覆盖。在超过 13 万

家的线下餐饮和超市门店、200 多家医院和数十万辆的出租

车，用户都可以通过手机用支付宝付款。

      据艾瑞咨询的报告，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在 2014 年增长 4 

倍，其中支付宝独占鳌头，占据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余额

宝、招财宝等理财平台拥有超过 2 亿用户，而支付宝是所有

这些理财服务的主要入口。

      正是基于此，新的支付宝，也开始从移动支付走向全景式

的场景平台。以餐饮为例，以往，人们会先在手机上挑选餐馆、

购买优惠券，然后到店消费，再向店家核销优惠券，用现金

补充支付差额。现在，支付宝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简单，人们

只需要在支付宝的「商家」一栏中，领取相关门店的优惠折扣，

消费完直接付款即可。

      支付宝方面透露，新增的「商家」一栏，将由新成立的「口

碑」平台进行运营，支付宝为口碑提供流量入口。新的口碑，

是阿里巴巴集团与蚂蚁金服合资成立的一家本地生活服务平

台，初期投入 60 亿元，集合双方的优势资源，支持线下商家

入驻，共同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本地生活服务。

      据了解，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餐饮服务平台——淘点点，

与蚂蚁金服的线下业务资源和团队，将注入新的口碑平台。

新口碑的业务，将从线下的餐饮服务入手。未来，蚂蚁金服

在线下商超、便利店、医疗、售货机等行业的商户资源与团队，

也会逐步整合至口碑平台。

      樊治铭还透露，支付宝将通过开放平台的方式为口碑的商

家提供服务接口与流量，包括支付、营销、商家、服务窗、登录、

分享、信用和大数据等九大接口，帮助商家更加精准的为消

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只要商家愿意把好的商品、

好的服务通过口碑平台提供给消费者，支付宝就可以把流量

提供给这些合作伙伴。」

      除了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景，支付宝还在城市服务、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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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朋友等场景里，新的支付宝也增加了与金融

理财相关的功能。现在，新的支付宝，支持用户为家庭成

员开通亲情账户，帮助家人理财。比如，父母或孩子，没

有支付宝账户或余额宝账户，用户通过亲情账户可以为他

们开通亲情账户，进行理财或保管压岁钱。「压岁钱爸妈

帮你存起来」，再也不会是一句谎言了。

      在朋友之间，借钱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各种尴尬。对此，

新的支付宝特别增加了「借条」功能，像朋友借钱时，可

以打一张电子借条，约定金额、期限与利息，到期后，系

统会自动提醒还款，免去朋友间「催还钱」的尴尬。为了

保证「借条」的规范，具备多年借贷经验的蚂蚁小贷特别

在「借条」功能的流程、计息等方面提供服务支撑。

     

线下消费的场景中，商家与消费者也可以发生联系。消费

者可以选择关注商家的服务窗，享受商家的会员权益，第

一时间了解商家服务动态。同时，商家也可以根据消费者

的不同喜好，推出更加精准的、个性化的服务。所有的

互动，都可以在「服务窗」页面进行。

     樊治铭表示，支付宝加入「朋友」功能，引入沟通场

景并非要做社交，更不是要做一个聊天工具。人们生活的

每一个场景本身就交织着人与人、人与商家、人与服务等

各种关系，支付宝在打造以人为中心的场景平台的同时，

也将为人们打造全新的场景关系链，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场

景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场景关系链是最重要的关

系链，一旦解决各种场景下的问题将让我们建立起全新的

社会关系。」

    「在场景时代，关系链非常重要。而打造场景关系链的

重要基础是实名。用户因实名产生信任，继而产生信用，

这成为一切行为的基础。」樊治铭表示，支付宝在场景和

实名用户上都有独特的优势。截至目前，支付宝的实名用

户数超过 4 亿，是中国最大的实名网络平台。

     正是基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与实名用户，樊治铭说，支

付宝的场景关系链，将是「真正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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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普校园翼机通（NFC 校园一卡通）

                正式上线
来源：一卡通世界网      

　　2015 年 7 月，随着新开普与中国电信合作推出的电信校园翼机通 (NFC 校园一卡通 ) 正式上线发布，标

志着新开普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支持三大运营商 NFC 校园一卡通应用的一卡通解决方案提供商，真正实现了学

校教职工和学生自由选择、随时随地使用 NFC 手机进行校园卡的空中发卡、空中充值圈存等业务。

　　2014 年 9 月，新开普与中国移动合作完成北京邮电大学 NFC 校园一卡通应用，成为国内首个 211 高校

实现 NFC 应用的案例 ;2015 年 4 月，新开普与中国联通合作完成南京师范大学 NFC 校园一卡通应用，也是中

国联通首个 NFC 校园一卡通案例 ; 此次又成功与中国电信合作，发布电信校园翼机通 (NFC 校园一卡通 ) 应用，

标志着新开普做为中国电信第一个校园 NFC 一卡通应用正式落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开普已在对智能一卡通个性化需求最多、功能要求最全的学校领域，积累了宝贵的智

能一卡通系统建设经验，为校园、企业、公交等行业用户提供了 SP-TSM、一卡通应用系统、NFC 手机 APP

全系列 NFC 一卡通解决方案。新开普自主研发的 SP-TSM 在国内 NFC 移动支付产业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引领了国内一卡通行业系统集成商在 NFC 移动支付领域的发展方向。后期新开普与三大运营商将携手各大高

校，共同推动 NFC 手机一卡通项目，助力智慧校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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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网商银行昨天在杭州黄龙饭店宣布正式开业，浙江省银监局局长傅平江为网商银行授予金融许可证。据透露，

网商银行账户将与支付宝用户打通，具体业务有望在 7 月开展，第一款产品将是个人贷款类产品，号称贷款利

率低于微粒贷。

网商银行正式开业 账户将与支付宝打通
                                                                                             来自 : 北京青年报

　　作为首批 5 家民营银行中的最后一家获准开业

的银行，背靠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的浙江网商银行

25 日在杭州开业，反而成了最早正式开门揖客的网

络银行。网商银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做中国小

微企业客户数最多的一家银行”。网商银行行长俞

胜法说，希望五年内覆盖到 1000 万的小微企业、个

体创业者。

　　网商银行昨天在杭州黄龙饭店宣布正式开业，

浙江省银监局局长傅平江为网商银行授予金融许可

证。据透露，网商银行账户将与支付宝用户打通，

具体业务有望在 7 月开展，第一款产品将是个人贷

款类产品，号称贷款利率低于微众银行的微粒贷。

     网商银行管理团队已到位

　　网商银行是中国首批民营银行试点之一，在

2014 年 9 月底获准筹建，由蚂蚁金服、复星、万向、

宁波金润、杭州禾博士和金字火腿等六家股东发起

设立，注册资本 40 亿元。2015 年 5 月 27 日，网

商银行获开业批复。

　　目前，网商银行的管理团队已经全部到位。据

浙江银监局批复文件显示，蚂蚁金服总裁贤栋任网

商银行董事长、俞胜法任行长、赵卫星任副行长、

唐家才任首席信息官、冯亮任产品总监、童正任合

规总监、车宣呈任财务部门负责人、廖旭军任内审

12

部门负责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登录网商银行网

站，尚没有具体产品等业务内容。

　 马云讲述创业时 3 万元也贷不到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亲自参加开业仪式，

马云讲述了自己在1992 年创业融资失败的经历，“我

那时候创办一家小企业‘海博翻译社’，为借 3 万

块钱，我花 3 个月时间，把家里所有的发票凑合起

来抵押，还是没有借到，那时候想，如果有一家银

行有一天能够专门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能够帮助

很多人成功。”

　　马云在现场表示，希望网商银行能够真正做到

无微不至、与众不同，真正做到有担当、有情有义，

能够帮助到需要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希望在 5

年内服务 1000 万中小企业。”

　　仅两家传统银行代表出席开业仪
式

　　马云的铁哥们、网商银行的股东代表复星集团

董事长郭广昌、万向集团总裁鲁伟鼎、银泰集团董

事长沈国君、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金字火腿董

事长施延君等均出现在现场表示力挺。

　　而传统银行代表，只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

吕家进和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余静波出席。北青报

记者注意到，马云的发言中一再强调“不抢传统银

行的蛋糕”，他指出，其实中国不缺一家银行，但

缺一个创新的、为小微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服务的一

家银行。“我们希望能够做一家专注小企业的银行，

阿里小贷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最早的创办同事说，

你们谁要是做超过 2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我就把谁

给开除，因为我们就必须专注在小企业，大企业的

贷款不是我们该做的，而且相对来讲中国各大银行

已经做得非常好。”

　   网商银行将不做现金业务

　　在开业之前，网商银行行长俞胜法曾表示，网

商银行将立足于服务小微，不做 500 万元以上的贷

款，不做“二八法则”里 20% 的头部客户，而是以

互联网的方式，服务“长尾”客户。

　　“小微企业、个人消费者和农村用户，是网商

银行的三大目标客户群体。”俞胜法说，作为现有

金融机构的补充，网商银行要探索一套新的运营方

式，来服务好这三类客户，必须要了解他们的真正

需求。

　　根据规划，网商银行将以互联网方式经营，不

设物理网点、不做现金业务，没有分行、没有柜台，

纯粹线上运营。俞胜法透露，网商银行将基于云计

算的技术、大数据驱动的风险控制能力，采取“轻

资产、交易型、平台化”的运营思路。网商银行希

望最终形成一个“小银行、大生态”的局面，与同

业金融机构一起为小微企业、个人消费者和农村用

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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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银行信用卡业务获中国银监会批准
来自 : 经济参考报

　　记者日前从恒丰银行获悉，该行信用卡业务已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即将展开信用卡业务试点

工作。

　　恒丰银行介绍，此次信用卡业务获得银监会批准，下一步将在银监部门的指导下，根据内控制度、

硬件配置、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信用卡业务试点，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再进行全行统一推广。

　　据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介绍，零售业务过去是恒丰的“短板”，但未来银行业务转型一定要

发展零售。据统计，截止到 6 月末，恒丰银行零售金融客户数同比增长了 111%，存款规模同比增

长 14%，贷款规模同比增长 31%，零售板块的快速崛起无疑为该行信用卡业务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此前提出“两翼齐飞、四轮驱动”的业务发展战略，“两翼”是指投资

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 ;“四轮”则指企业金融、金融市场、零售金融、移动金融业务。未来商业银

行业务模式的转型一定要发展零售，恒丰银行计划用五年时间将零售板块在业务结构中的占比达到

30% 至 35%。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恒丰银行信用卡业务获批，将对其零售金融业务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经过

前几年“跑马圈地”“野蛮扩张”，银行信用卡市场已经告别单纯追求数量，进入“精耕细作”“差

异经营”阶段。专家表示，后“入场”银行应在透支额度、积分兑换、优惠活动等方面更好地满足

客户需求，以抢夺市场份额。

　　恒丰银行研究院常务院长胡海峰表示，恒丰银行信用卡的发展，将践行以客户为中心，注重量

与质并举，力争信用卡业务能够差异化经营，并能够搭载大部分零售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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