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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手指随时随地完成郑州供暖缴费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推广供暖缴费业务
阅读提示 | 进入 10 月，秋雨连绵，气温骤降，郑州即将迎来供暖季，供暖缴费成为
大家迫切的需求。10 月 10 日上午，光大银行郑州分行举办供暖缴费业务新闻发布
会，让省会居民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上网，动动手指就能方便快捷地完成供暖缴
费，免去开车、排队等待缴费的烦恼，实现了绿色、低碳、环保的效果。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刘伟松

去年 3 万郑州家庭，用光大云缴费平台缴供暖费
发布会现场，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电子
银行部总经理宋紫旭介绍，供暖费属于基
础性缴费业务，2015 年 5 月光大银行与郑
州市热力总公司达成业务合作，当年 7 月
郑州热力缴费正式上线光大云缴费平台，
并通过光大云缴费平台输出至郑州热力微

信公众号。2015 年郑州市热力费通过光
大云缴费平台交易笔数达到 18433 笔，交
易金额 3441.05 万元，2016 年交易笔数达
33142 笔，交易金额 6383.87 万元，较 2015
年提升近一倍，极大地方便了省会民众的
供暖缴费。

动动手指就可完成郑州供暖缴费
对居民们来说，通过光大云缴费平台，
不用再开车跑到各种缴费网点，也不用再
跑到各代收暖气费的网点，只需在家用手
机或电脑上网，即可轻松完成缴费。有以
下几种缴费方式供选择：
●通过光大银行自有渠道缴费：第一
步，用户登录光大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或瑶瑶缴费手机客户端等；第二步，点击缴
费栏目，选择“供暖费”项目，按相关操作提
示进行缴费（此种缴费方式需要持有光大
银行卡）。
●通过微信公众号缴费：第一步，用户
关注进入“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的微信

公众号或“郑州热力”的微信公众号；第二
步，在“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微信公众
号上选择“业务办理”菜单中的“生活缴费、
充值”，再选择“其他”项目中的“郑州市供
暖费”项目，按相
关操作提示进行
缴费；在郑州热
力微信公众号上
选择
“在线服务”
菜单中的“在线
缴费”，按相关操
作提示进行缴
费。

光大云缴费，
实现“绿色缴费、低碳生活”
光大银行倾力搭建“云缴费平台”，
将缴费项目、缴费渠道、银行系统整合
为开放、共享的缴费生态系统，一方面
连接收费单位，整合水、电、燃气、固话、
手机等代收代缴业务集中至云缴费平
台，另一方面整合缴费渠道，将缴费项
目输出至光大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等自有渠道以及其它银行同业、支付公
司、电商平台等外部渠道，为收费单位
和缴费渠道节约成本，实现价值最大
化。
光大云缴费平台的推出，为有缴费
项目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节省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不用再投入
资金建设收费网点及配置工作人员。
对普通民众而言，只要是手机和互联网
能够覆盖触及的地方，轻松上网动动手
指即可完成各种复杂的缴费业务，真正
实现了
“绿色缴费、低碳生活。
在河南地区，云缴费已覆盖国网河
南省电力下辖 18 个地市和 64 个县区的
电费，河南有线电视及河南广播电视有
线费，河南省移动、联通、电信通讯费，
中石化加油卡充值，河南省 ETC 充值
缴费，郑州地区的水、燃气、热力，焦作
地区的燃气、自来水，许昌、南阳、周口
的自来水等多个缴费项目。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河南地区通过“云缴费”平

台缴费的交易笔数已达到 1757 万笔，
交易金额 26.26 亿元，较 2016 年全年提
升四倍左右。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与光大
云缴费平台合作途径
河南有缴费项目的政府部门、企事
业单位，如果想把缴费项目也输入到光
大云缴费平台上：第一步，要先与光大
银行达成合作意向，签订合作协议；第
二步，光大银行根据缴费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系统开发；第
三步，光大银行将开发的系统接入云缴
费平台，用户即可通过与光大云缴费平
台合作的 200 家合作机构的渠道实现
轻松缴费。如果缴费单位有需求，可把
缴费功能放到其微信公众号、官方 APP
上，实现用户在缴费企业自有公众号或
官方 APP 上进行缴费。
——金融同业机构或第三方平台
与光大云缴费平台合作途径
河南有缴费渠道的第三方平台或
同业，如果也想和光大云缴费平台合
作：第一步，金融同业机构或第三方平
台有缴费需求，与光大银行签订平台输
出协议；第二步，光大银行根据金融同
业机构或第三方平台需求，提供缴费项
目输出；第三步，金融同业机构或第三
方平台自有渠道开通缴费功能。

省心省力
FOF

资产配置，交行这样帮您
最近，一款新类型的基金进入大众视野。乍一看还以为是
阅读 UFO 不明飞行物，其实这是一款新基金——FOF 基金，它是
提示 结合基金产品创新和销售渠道创新的基金新品种。
据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理财专家介绍，FOF 以多元资产
配置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优化配置各类资产实现投资组合的
风险分散和长期稳健增长，比较适合选择困难症者、长期投资者和需要管
理家庭财富的投资者。
□记者 席韶阳 实习生 刘迪 通讯员 全权

A 专业管理的基金组合
2017 年以来基金的收益很可观，偏股
型基金和债券基金今年大都取得了不俗的
业绩。但市面上基金已超过 4000 只，比股
票数量还多，基金业绩也良莠不齐，作为一
名普通投资者要选择一只好基金投资，实
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FOF（FundofFund）是 一 种 专 门 投
资于其他投资基金的基金，即基金中的基
金。FOF 并不直接投资股票或债券，其投
资范围仅限于其他基金，通过持有其他证
券投资基金而间接持有股票、债券等证券

资产，它是结合基金产品创新和销售渠道
创新的基金新品种。”理财专家介绍，一方
面 ，FOF 将 多 只 基 金 捆 绑 在 一 起 ，投 资
FOF 等于同时投资多只基金，但比分别投
资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与基金超
市和基金捆绑销售等纯销售计划不同的
是，FOF 完全采用基金的法律形式，按照基
金的运作模式进行操作；FOF 中包含对基
金市场的长期投资策略，与其他基金一样，
是一种可长期投资的金融工具。

B

海量基金中优选产品

综合来看，FOF 基金三大优势：一
是大类资产配置，充分降低投资风险，
为投资者获取低风险下合理的市场回
报。二是基金组合优选，科学构建组
合，为投资者从海量基金中优选基金产
品。三是双重风险分散，以基金为投资
标的，在对单个证券风险分散的基础
上，
对单个基金的风险再次分散。
那么，FOF 到底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呢？该理财专家表示，第一，FOF 可以
帮您做资产配置：有研究表明，90%的
投资组合收益可以归因于资产配置，
FOF 通过大类资产配置，规避了单一资

产的大幅波动，降低了投资风险。
第二，FOF 可以帮您分散风险：大
家知道，基金就是通过投资一篮子股
票 ，避 免 了 投 资 单 只 股 票 的 风 险 ，而
FOF 又通过投资一篮子基金，实现了双
重的风险分散。
第三，FOF 可以帮您精选绩优基
金：面对如此多的基金，普通投资者很
难选择，不如就交给 FOF 管理人，让专
业人士帮您挖掘优质基金。综上看来，
FOF 是一个非常省心省力的投资品种
呢。

C 早关注抢占投资先机
2017 年 9 月 8 日，首批公募 FOF 获
得证监会批准。据介绍，嘉实、华夏、南
方、建信、海富通五家基金公司的 FOF
基金于 9 月 26 日正式开始认购，五只基
金各有特色。由于本次发售业内关注
高、渠道蓄客力度大、市场竞争激烈等

因素，不排除有基金公司选择提前结束
募集、打
“闪电战”
的可能。
理财专家提醒，各位对 FOF 感兴趣
的投资者可以及早关注，目前，交行等
几家大国有银行均有 FOF 基金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