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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多了，但也怕生瓜蛋

子，他们是真正不惧后果，有刺

激就找的人。寻衅滋事，对他们

来说，打破了无聊。

十来岁的孩子，读书不好，

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由于过度关

爱的法律，他们又无法当童工，

享受不了学习技能、工作和赚钱

的乐趣。越来越无聊，破坏欲望

就越来越强。

很多老人喜欢介入孩子生

活，这是中国家庭的大毛病。

这也是因为无聊。一直有自

己工作的老人，时间都在解决更

重要的问题，他们得到尊重，获

得成就，不缺意义。像川普这样

70 多岁还干活的人，中国有很

多，自由职业者，一般都保持这

状态。他们怎么可能端着碗追着

孙子塞饭？

很多老人把孙子喂得超级肥

胖，热衷于强制孩子各种选择，

后面都是这种诉求：我有用，我

正确，你们离开我，就得饿死，

就会犯错误。这种偏执还特别难

改，就是因为这偏执让他们脱离

无聊，赋予了生活意义。没人需

要他们，他们又无事可做，生命

就崩溃了。

在福利制度全球流毒多年的

情况下，年轻人的工作观，往

往受到这样的毒害：最好找个有

保障的、没有压力、可以混的工

作。工作是为了福利，自然干得

越少，拿得越多，越好，福利制

度就是养懒人制度，这点永不会

变。

真找到这种工作，你就如愿

找到了无聊。精神状态将越来越

像粗暴的生瓜蛋子和烦人的退

休老人，你将在试图在惹事、埋

怨、飞短流长和干涉他人当中，

强行注入自己的意义，将生活打

扮得自己可以接受。

去找那种有挑战的工作，你

的收入和地位，与你的能力、智

力、勤奋、冒险精神挂钩，危机

的影子总是在，你不长进，就害

怕。这样你将彻底告别无聊，成

长和意义，一生捆绑在一起，精

力都花在正确的地方，年少时不

惹事，年老时不烦人，因为你总

是自得其乐，你总是有意义。

摘自公众号：连岳

睡到自然醒，每天无压力，生活有保

障——你是不是做过这样的梦？

99% 的人做过，不说 100%，是怕引起不

必要的争论，我本意是想说 100% 的。我也

做过。

不过，随着认知的增长，我早放弃这种

梦想，而且意识到，这种放弃正是成长的

关键。有点压力，对人很有好处。

有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有人活着是为了

吃饭。可以不做任何事的生活，就是后一种，

它并不如看起来那么幸福。

我如果放低一点生活质量，明天就可以

退休，再也不必考虑下篇文章写什么。我

知道，那种生活过 10 天，就会非常无聊。

身体与脑子加速退化，就像很多退休者那

样。

发达都市区，很多人的孩子已经独立，

不存在教育资源的问题，自己又还年轻，

也不存在医疗资源问题。他们只要变卖一

套房产，就可以退休到风景优美，空气新

鲜的小县城和乡村，再也不用为工作的事

担心。

偶尔有人这么做，但大多数人还是流向

发达都市区。也就是说，主动追求更有压

力的生活，并不违背人性，甚至更契合人性。

什么都不用干的生活是无聊的，无聊有

致命的心理杀伤力 .

人是寻找意义的动物，他们完成繁衍，

还能活几十年。其他动物，很难有类似的

生历程，不能繁衍，意味着浪费资源，将

很快被消灭。

维克多 • 弗兰克尔在残酷的纳粹集中营

发现，囚犯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后，将加速

死亡。而意义，不难寻找，有个犹太男孩，

为了保住自己的一颗钻石，看守搜查时就

吞下，然后拉出，在大便里找回钻石。

我们的人生，就是寻找意义之旅。

无聊，就是没有意义。当一个人觉得无

聊时，他会随便找件事赋予意义，有时候

很可怕。无聊降临在任何一个群体，都是

可怕的。

王朔小说里面，将十多岁的不良青少年，

称为生瓜蛋子，黑社会老大，打打杀杀 >>

太闲有毒
无聊降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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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博

大家好，我叫李琳，来自浙江绍兴。

去年十二月进入公司，发现要学的有很多，需

要向同事，领导去请教。我会以最快的时间去

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去发挥光和热。

平时喜欢看看小说，玩玩游戏，偶尔和朋友出

去聚个餐。最后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SINGLEE  SHOW  TIME

大家好，我是柳伟。

2月 16日入职到今天也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很高兴有机会加入到新利集团这个大家庭。

我来自合肥，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和篮球，每

年也会抽时间出去旅游一次，旅游也是放松

心情和开阔眼界很好的途径。对于以后的规

划，我想是尽快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技能

水平，能够在工作中独挡一面，实现自我价值。

希望在新利大家庭中一起努力，共同进步 !

大家好，我叫姜博。来自冰城哈尔滨，平时

爱好看书、玩游戏。

我来到新利公司已经一段时间了，很荣能够

加入新利这个大家庭。

对于刚入职不久的我来说还有很多东西去学

习、适应，希望各位同事多多关照。今后我

会努力工作，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和大家一

起为新利的明天努力奋斗。

李琳 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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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支付实现原理：
给商户贴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内容包含：聚合支付的页面链接以及商户的信

息），用户使用支付宝或微信客户端扫这个二维码时，自动就会打开聚合支付的页

面，然后平台就可以根据请求串中的UserAgent这里面的信息判断出，当前是微信

（MicroMessenger），还是支付宝（AlipayClient）等支付APP的请求；知道了之后就调

用相应的通道进行交互即可。

对于是否成功，目前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支付完成后，让用户把完成的

结果页给商户看一下。第二种就是：提供给商户一个APP或者公众号，主动把结果推送过

去。

聚合支付的三大模块：
第一：商户管理模块（商户注册，核查 等功能）

第二：订单系统模块/交易系统（商户端、与通道方的订单，要有一个统一下单的订

单系统）

第三：就是清分系统

目前这个行业的动态： 
对于这一块，全国最做最好的就是民生银行，其中厦门银行最佳，据说一个月有300

亿的流水。

接下来就是：兴业银行、中信银行 （这两家都是威富通提供的）。

招商银行也正在做这一块的功能。

13 14

聚合支付的优点：
第一：就是投入少，只需一个二维码牌子。不需要有终端设备的投入。

第二：银行可以做资金的二清，可以带来存款。

关于聚合支付
聚合支付小科普 （文：柯君辉） 第一步：用户扫描二维码

第二步：扫描后
自动打开二维码
网页

第三步：聚合支付平台判断扫描客户
端类型，调用效应通道 API 进行支持

第四步：支付

第五步：结查通知商户

第四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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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银监会原主席

尚福林也撰文指出，要以体制创新为基础，

全面推进银行业机构改革；以机制创新为

动力，全面深化银行业机构内部改革；以

产品创新为抓手，积极推进银行业服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国家高层领导

的频繁、明确表态实际上为发展普惠金融

提供了体制上的源头保障，接下来主要看

银行的机制创新如何跟进以及如何把握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突破口让普惠金融

尽快结出更多的硕果。

体制创新 普惠金融发展的源头保障 

记者统计发现，近 3 年来，如何发展

普惠金融一直是金融领域代表委员关注的

焦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银行原监

事长车迎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银

行深圳分行行长许锡龙，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银行原董事长闫冰竹 ,全国人大   >>

15 16

新一轮机制体制或开启
     普惠金融将迎快速发展                         

 “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

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作出明确指示。 

 >> 代表、广东南粤银行董事长韩春剑，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全国政

协委员、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信托监管部主任邓智毅等都曾

提出过发展普惠金融的相关议案或提案。 

而也恰恰是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让发展普惠金融的体制创新举措不断出台，

从源头上保障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2016 年年初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作为我国

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确立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和发展目标。

与此同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针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化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加大“三农”金融产品创新和重点领域信贷投入力度。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优势和作   >>

 每年两会，全国政协经济界别
和农业界别的委员们总是被安排
在同一驻地，这里也往往成为新
闻媒体报道的重地。随着我国“三
农”领域持续深化改革，越来越
多的领域开始和农村产生交集，
日趋庞大的资源开始投向农村。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更是让“三农”
话题成为舆论的焦点。（农村金
融时报）



 >> 部括多项贷款产品，基本实现

了对涉农市场主体的全覆盖。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

任何广文表示，在大型银行设立普

惠金融事业部，就是要推动金融供

给下沉，进一步促进金融支持农业

与农村的发展。同时，大型银行还

可以为小型银行提供服务，满足其

资金、技术方面的需求，增强其普

惠金融的服务能力。 

聚焦供给侧　普惠金融最有效的发
力点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

贷款（不含票据融资）余额 2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用于小微

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

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

款）余额 2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7%。 

尽管在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双重

保障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

业和“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在快

速增长，但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依然

严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全局

性，但凡是产能过剩、供求关系不

合理、政府管制过多、垄断行业等

都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

表示，“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

支持更是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对此，何广文表示，金融服务

需要更多关注推进规模化、专业化、

产业化的新型经营主体，来解决当

前质量和结构的问题，这部分主体

是以前金融服务机构所忽视的。从

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将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农民

稳定增收的机制，使农业生产效率

得到进一步提高。

INDUSTRY TRENDS 行业动态

 >> 用，加强服务“三农”融资

模式创新。

强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

性职能，加大中长期“三农”信

贷投放力度。支持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建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打造

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 

此外，针对金融精准扶贫，

银监会也创新“单列信贷资源、

单设扶贫机构机制、单独考核扶

贫绩效、单独研发扶贫金融产品”

的“四单原则”，努力构建扶贫

金融商业可持续机制，使得普惠

金融的发展不断提速。　　 

机制创新　普惠金融落地的根本
措施 

“强化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

制度机制创新，补齐短板，大力

推动发展普惠金融。稳步推进小

微、‘三农’、扶贫等事业部制

改革，积极探索小微企业信贷等

业务板块子公司制试点。”银监

会原主席尚福林日前表示。 　 

实际上，在国家和监管机构

层面体制创新不断推进的同时，

商业银行尤其是大中型商业银行

的机制创新也在持续跟进。 

农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典型机

制创新举措——成立三农事业部

改革早已落地。据了解，截至去

年11月末，农行在内蒙古、吉林、

安徽、河南、广东的第一批试点

5 家省级分行三农事业部改革都

已正式落地。

此外，农行表示，2017 年要

积极做好涉农重大工程和项目金

融服务；努力拓展“三农”新主

体和新业态金融服务，提升对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服务深

度；着力加强特色农业和特色资

源开发金融服务，进一步强化县

域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

而继农行之后，去年 8 月 18

日，邮储银行也正式设立了三农

金融事业部，将“三农”业务独

立出来，配备专门机构、专门资

源和专门人员，进行独立考核。

为了解决农民缺乏担保物的难

题，邮储银行创新抵质押担保方

式，先后将大型农机具、大额农

业订单、涉农直补资金、土地流

转收益、设施大棚、水域滩涂使

用权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目前，

邮储银行已经形成了农户贷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涉农商

户贷款、县域涉农小微企业贷款

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等 5 条产品

线，每条产品线下又分别包  >> 选自：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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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众多新兴科技的发展，其应用范围
不断扩大。其中，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日渐深入，运用这些技术以提升金融业运行
效率的金融科技业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日前，法国最大银行法巴
银行宣布数字转型计划，预计到2020年，法巴银行将向数字创新领域投资30亿
欧元，并且通过建立更多的创新科技产品和平台吸引更多的客户，提高银行竞争
力，实现转型。

驶向未来的金融科技三驾马车

19 20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银行开始投入金融

科技的怀抱，有数据显示，2015 年高达 191 亿美元

的投资流入了金融科技领域，预计 2016 年全球金融

科技投资规模将达到 3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科

技与金融的融合令传统金融模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其中，区块链、数字货币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更是为传统金融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区块链由“恨”生“爱”
　　从“不受待见”到变成“香饽饽”，近年来，

区块链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区块链诞生之初

并不被金融业人士所看好，然而，区块链去中心化

以及透明度高等优势慢慢浮出水面，传统金融业也

逐渐开始接受甚至爱上它。2016 年 9 月，由英国巴

克莱银行完成了全球第一笔使用区块链技术结算的

贸易，结算用时仅不到 4 小时，远快于通常的 7 天

到 10 天，区块链的技术优势跃然纸上。

   时至今日，多个区块链技术联盟已颇具规模。近

日，包括摩根大通、微软、埃森哲、瑞银集团以及

瑞信集团在内的 30 多家公司，组建了名为企业以太

坊联盟（EEA）的新区块链技术联盟，共同开发新的

标准和技术，以便让企业更方便地使用以太坊区块

链。记者了解到，以太坊是一个全新开放的区块链

平台，允许任何人编写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在

该平台上运行。以太坊允许用户通过简单的代码创

建出用户所需要的新系统，从而实现“个性化”定制，

而成立 EEA 的目的，则在于打造出标准化的和开源

的以太坊，从而为创建特定应用打下基础。     >>

时至今日，多个区块链技
术联盟已颇具规模。近日，包
括摩根大通、微软、埃森哲、
瑞银集团以及瑞信集团在内的
30 多家公司，组建了名为企业
以太坊联盟（EEA）的新区块
链技术联盟，共同开发新的标
准和技术，以便让企业更方便
地使用以太坊区块链。



 >> 已从当年的无人问津，到近年来

呈井喷式爆发，其价格也是一飞冲天。

比特币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在于其

去中心化，不依赖第三方发行机构和

交易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以比特币为代表

的数字化货币近年来也得到了多方关

注。2016 年 8 月，瑞银、德银、桑坦

德和纽约梅隆银行这全球四大银行已

宣布将联手开发新的数字货币，以期

未来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来清算交易，

并成为全球银行业通用的标准。而国

家层面对数字货币的关注和研究也在

不断进行之中。

　　挪威在货币数字化道路上已经全

球领先，而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

就成立了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

究小组，对数字货币相关问题进行前

瞻性研究，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英国央行在一

项研究中则指出，央行可以通过发行

数字货币，直接控制货币供给以及信

贷创造，不再需要采用利率调整作为

主要政策工具。日前，菲律宾成为了

亚洲地区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监管措

施的国家，菲律宾央行批准了一项针

对数字货币交易所以及类似实体的监

管框架，在新技术提高金融系统包容

性和效率以及所带来的风险之间保持

平衡。

人工智能推动智能金融
　　另一项风头正劲的新科技非人工

智能莫属，去年的AlphaGo横空出世，

惊艳亮相，今年的 AlphaGo 升级版

Master 再次技压群雄，频频亮相于各

大综艺节目的各类智能机器人吸引了

观众的眼球。事实上，人工智能机器

人背后所承载的深度学习和语音识别

等技术内核的应用前景更加广泛。

　　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

济分析师陶冬曾撰文认为，美国将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在资产管理领域已取

得了巨大的进步，智能投顾业务在美

国的运营已较为成熟。相比之下，中

国当前的智能金融虽起步较晚，但发

展迅速，目前智能金融的技术支持框

架已大体出现，实体金融和技术的结

合应用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相对于传统金融业，智能金融可

以迅速收集和处理大量信息，从而作

出投资和风险管理等决策。另外，其

深度学习的能力远在人类脑力之上，

可以克服人类的感情和思维定式等弱

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高速运算

和海量数据的支持下，可以提供更多

的金融个性化服务。智能金融的优势

可见一斑，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同时，又可以提高金融效率以及市场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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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金融时报  记者：刘燕春子

>> 事此外，由 Linux 基金会牵头成立的

区块链项目 Hyperledger 迎来了 11 位新

成员，其中包括 3 家中国企业。而美国

R3CEV 银团则专注于为金融行业开发区块

链技术，目前已有约70家金融企业参与。

2016 年 8 月，R3CEV 银团表示，其加盟

银行中有 15 家已加入了一项贸易融资试

验，测试名为Corda的分布式账本协议。

　　区块链之所以受到追捧，其中一个

原因在于该技术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节约

成本。有数据显示，区块链技术可以为

美国最大的 10 家银行每年节省约 80 亿

至 12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成本，占总成

本的 30%。而在中国，区块链已被写入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这为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

持，包括蚂蚁金服、微众银行以及平安

保险在内的中国企业正在积极测试区块

链技术。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金融服

务企业不易受到过时的系统和技术的束

缚，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且中国金

融服务市场基础设施规模大，一体化程

度高，这将成为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强大

推动力。IBM 驻伦敦金融市场全球主管表

示，对于区块链而言，2016 年是“概念

验证”的一年，而 2017 年或将是付诸行

动的一年。

数字货币发展如火如荼
　　众所周知，区块链技术是比特币的

底层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比特币 >>

 2016 年 3 月 9 日是人

工智能历史上值得铭

记的一天。当天，谷

歌 DeepMind 的人工智

能 Alphago 战胜围棋

界传奇李世石，这是

人工智能（AI）历史

上的重大时刻。围棋

作为完全信息博弈游

戏的巅峰，是人工智

能的圣杯。

 “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曾撰文认

为，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资产管理领域已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智能投顾业务在美国的运营已较为成熟。相比之下，

中国当前的智能金融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智能金

融的技术支持框架已大体出现，实体金融和技术的结合应用

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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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大概有上百家聚合支付平台。从背景来看，很多小聚合支付平台都是
以前做SP或运营商通道转行来的。这些平台，一个月通常也就七八位数的交易
额，按正常的行业利润来算，连发工资都不够——但他们依然活跃在圈子里。
为什么？

揭秘“扣量”，小聚合支付平台的生存之道

   就我这个做了 5年 sp 通道

又做了 2 年聚合支付平台的小

跟班来说，生存下来的关键是：

扣量。

灰色利润
   行业里绝大多数聚合支付

平台都是挂个羊头卖狗肉，本

质只是个支付通道的二道贩

子，没有任何配套服务和核心

能力，实际上，在所谓聚合支

付的灰色角落，我们有独特的

盈利方式，这就是本文所要重

点讲述的扣量。当然，我以前

也扣。

   行业里有扣量的平台会对

行业客户放出很低的费率，人

嘛，总是喜欢占小便宜的，但

只要你用我的通道，那以后结

算给你多少钱，那就是我说了

算了。实际我赚的，当然不只

是那个为了勾引你合作放给你

的费率。

扣量具体这样操作：

   在退款上动手脚。商户无

法直接获取退款数据，只能依

靠聚合支付机构提供的二手数

据。如一家商户的真实退款数

据为 2 万元，而提供给商户的

退款数据可能是 2.5 万、3 万

甚至更高，差额则流进了我们

的口袋。

   另一种俗称暗扣，更简单

粗暴。在商户流水等后台数据

上做文章，如商户本月实际流

水 100 万，按不同的扣量比，

后台只显示 90 万，差额部分

被扣去。

   相对来说第二种更常见。

行业内一般的扣量比例为 5%-

10%，也有狠的扣到 10+。市场

上的水鱼够多，总能找到客户

能忍受的平衡点。而动辄  >>

>> 超过百五的扣量比，绝对是一笔隐形的

灰色暴利。              

谁在扣量，谁又被扣量
问题来了，谁在扣量？

上文提到，扣量这种灰色盈利方式，被大

量新入行或想赚一笔快钱就跑路的小公司

平台滥用，这些公司充斥在聚合支付的各

个角落，数量达三位数。他们一般都是以

前干过 sp 业务的，往往抛出“免费”或极

低的服务费来吸引客户——要知道，扣量

这种见不得光的门道，绝对不会出现在合

同上。

谁又在被扣量？

被扣量的，绝大多数是那些因规模小无力

自行接支付通道，或业务打擦边球而无法

直接对接的公司。一般来说，都是 sp 背景

的公司，在运营商年代，他们都扣过别人

或被别人扣过，习惯了，他们对扣量的事

实心知肚明，只能将就。只要你通道够稳

定，商户们也只能接受一定的扣量为代价，

打通支付环节。

这些被扣量的公司单个规模来看并不大，

但他们的数量却极为庞大，综合来看，他

们确实占据了行业客户的一极。

表面上以免费或较低的收费吸引客户，待

客户签约后发现扣量却为时已晚，只能无

奈接受。大家通常的想法是：我该赚的钱，

先赚了再说。

潜规则
扣量在聚合支付线上这个行业，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现象：为数不多的几家已经获得

稳定发展和有巨大规模的机构不屑于用，

而大量新入行的或想赚快钱的，往往实行

5%-10% 不等的暗扣。

实际上，作为潜规则存在的暗扣。简单计

算即可看出，低定价 + 扣量带来的客户成

本，远高于偏高定价但零扣量。扣量这种

行为虽不违法，却让人不舒服。但话说回来，

who care？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

上文提到了“赚快钱”。在这行，想赚快

钱、捞一笔就走的大有人在。被扣量，退

款和流水被人动了手脚，行业里的商户一

清二楚。这行里，没有客户对这两个命根

子似的数字不敏感——他们只是没办法，

这是彼此赚快钱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以

前的老板从来不准备做太长时间，都为了

这一摊准备了一堆壳。几位还在圈子里的

同行告诉我，现在就希望老板赶快赚一笔，

给大家多少分一些，别明天跑路就好。

如果你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的老板，你

的产品的每个月的后台订单数据和聚合支

付平台的订单数据始终对不上，总有点小

小的差额。那恭喜你。你被扣了。

选自：支付圈   作者：leo

 聚合支付介于第三方

支付和商户之间，通过

聚合各种第三方支付平

台包括银联体系第三方

支付公司的刷卡和芯片

卡方式、微信和支付宝

的二维码支付方式以及

其他类似的翼支付、百

度钱包和京东钱包等支

付方式，通过统一的软

硬件平台来承载。帮助

商户降低接入成本，提

高运营效率，具有中立

性、灵活性、便捷性等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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