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0日～16日 责编 李金雨 美编 孟萌

A08 报道·综合

一张卡
揽尽时尚生活

作为一张搭载权益平台
的个性化信用卡，One卡客户
可以自主选择权益功能和卡
版。One卡可供选择的权益有
上百个，包括不同主题的权益
套餐和单点权益，覆盖时尚生
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影音方
面，有时下很热门的爱奇艺/腾
讯视频VIP会员月卡、QQ/酷
狗音乐会员月卡；在游戏领
域，有网易游戏点卡、腾讯游
戏Q币；在保险服务方面，有
旅行交通意外伤害保险、购物

保障险、综合运动意外伤害险
等年轻人需求较高的险种，充
分切中年轻人青春个性需求。

同时，客户可根据自己的
需求变化，通过广发信用卡官
方APP“发现精彩”平台定期
更换权益套餐，单点权益也可
以通过日常信用卡消费积分
自主进行兑换，实现用一张卡
享受丰富多样的权益。

一张卡
满足人生各阶段需求

One卡的推出改变了银
行传统的产品运营思路，从

“经营产品”转向“经营客户
需求”。基于One卡的模式，
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能在广
发信用卡上得到快速落实，
这无疑让信用卡市场化的程
度更深。

特别是一个人在不同的
人生阶段，对时尚生活的需
求也不同。比如刚毕业的阶
段，对娱乐、旅行、海淘有
较高需求；成家立业后，侧
重于日常生活、居家购物的
需求；为人父母后，在母
婴、亲子教育等方面的需求
增加。根据客户在这些不同
阶段形成的多样化需求，One

卡可以最大限度地匹配客户
个性化的权益，为客户打造
更加便捷、精彩的时尚生活
方式。

一张卡
尽显快速迭代科技能力

迭代快是现代科技型企
业的重要特征，基于One卡
的产品开发模式极大地简化
了产品开发流程，让传统金
融机构进一步破除体量大、
流程复杂的束缚，在快速迭
代竞争上有更强大的底气。

过去，开发每种卡产品

需要不同的支撑模块，包括
系统架构、参数配置、卡版
设计等，相当于需要为每个
产品搭一个合适的平台；而
在One卡模式下，更像是建
立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捕
捉到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后，
可以马上在一个平台上落地
实施，相较以往的流程缩减
了90%的开发时间，进一步
提升了信用卡响应市场需求
更新迭代的速度。

One卡的快速响应，将
客户个性化需求转化成可供
客户使用的产品或权益，这
一创新为广发信用卡的高科
技化版图填满了产品的空
缺。在此之前，广发信用卡
已率先将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运用在资产管理、客
户洞察、风险管理等领域。
One卡平台进一步与各种科
技应用聚成合力，在产品、
客户服务、账户风险保护上
搭建起完整的科技创新体
系，极大地增强了广发信用
卡在金融科技时代的综合竞
争力。

广发One卡打造全新产品模式
权益百余种 套餐随心变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近日，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
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分别在陕
西、安徽、辽宁等地完成了5例
环卫工人人身意外伤害理赔案，
新华保险分别向五位出险环卫
工人的家人给付人身意外伤亡
理赔金。自2017年 8月“新华
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
益行动”启动至今，新华保险已
完成45例环卫工人人身意外伤
害理赔案，累计支付身故、伤残
理赔金401万元人民币。

关注环卫工人群体，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新华保险立足环
卫工人生存现状，开启“美丽同
行——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
工人专属保险计划”，为全国各
地的环卫工人每人捐赠最高保
额为1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截至目前，该项目已覆盖全
国56个大中城市，为51.5万名
环卫工人撑起一把保护伞，捐赠
保额515亿元人民币。意外发
生，关爱即至，新华保险建立专
业服务团队，开启理赔绿色通
道，高效足额赔付。

“情系城市黄玫瑰，传递社
会正能量”。在大踏步回归保险
本原的同时，新华保险着力打造
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形象，肩
负社会责任，全身心投入公益事
业，其主导的三大公益项目齐头
并进。2018年，除去大放异彩
的环卫工人项目，新华保险的精
准扶贫项目也已覆盖全国7个
省区，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3万
余人，其志愿服务活动超 400
场，致敬劳动者和劳动者最美的
主题志愿服务遍及全国各地。

累计理赔400多万

新华保险完成环卫工理赔45例

1月 6日晚间，濮阳惠成公
告称，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翰博高新材料（合
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翰博高
新）控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1月7
日起股票停牌。

据了解，翰博高新是新三板
创新层公司，主要从事光电显示
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
品包括偏光片、光学膜、导光板、
光电显示用胶带等液晶显示
（LCD）面板的关键零组件。其主
营收入构成中，背光模组占比六
成以上。京东方为其主要客户。

濮阳惠成主营业务为研发
和生产酸酐和其他功能材料中
间体，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子元器

件封装材料、电气设备绝缘材
料、涂料、复合材料等诸多领
域。与翰博高新相同的是，二者
均为材料行业，且下游终端均为
电子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濮阳惠成此
次收购标的翰博高新曾于2016
年启动 IPO——其曾于2016年
向安徽证监局报送了上市辅导
备案材料，但翰博高新至今未向
证监会提交排队申请，亦未发布
终止上市辅导的公告。

不过从业绩上看，2015年至
2017年，翰博高新营业收入分别
为11.88亿元、19.75亿元、21.92
亿元，三年时间翻近一倍。而同
期濮阳惠成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5亿元、3.76亿元、5.41亿元，平

均年收入不到翰博高新的三成。
在盈利方面，翰博高新却略

逊于濮阳惠成。年报数据显示，
2015年至2017年，翰博高新净
利润分别为4000万元、5900万
元、6000万元；同期濮阳惠成分
别为 5700 万元、6500 万元、
7400万元。按此计算，翰博高新
平均年净利润约为濮阳惠成的
八成。

对于此次收购，中信建投表
示，濮阳惠成收购翰博高新一方
面将增强向京东方销售的渠道
优势，另一方面也将与公司
OLED中间体业务形成协同效
应，完善公司在显示材料方面的
业务布局。

濮阳惠成欲演“蛇吞象”
收购新三板公司

就在颐和医院开工
第二年，盛润集团将新
阳高速转让给河南新驿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3年，盛润集团又将
旗下信阳平桥电厂整体
转让给了信阳市弘昌管
道燃气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弘昌公
司）。目前其旗下的太
澳高速于2008年建成
通 车 ，但 连 年 亏 损 。
2018年上半年财报显
示，其电力板块同比营
收下滑超过1500万元，
房地产板块同比营收下
滑超过1亿元。

在转型道路上，盛
润融资术同样引人关
注。2016年，盛润集团
多次发行公司债，其中
16盛润债除去发行费
用后为 6.435 亿元，分
别用于水务板块 1 亿
元、热力 0.935 亿元和
地产板块4.5亿元。其
中16盛润 01、16盛润
02总共募集资金15亿
元，16盛润03和16盛
润 04共募集资金 8亿
元，均扣除发行费后按
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调整资
金结构。

盛润集团有关人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目前的板块发展方面，

传统的主要板块业务已
经比较稳定，盛润集团
将新业务的方向定位在
国家大力支持的养老和
新能源板块。

在养老方面，盛润
集团已经从社区养老和
集中养老两个方面入
手，其中社区养老将以
颐和医院为核心展开，
注重医养结合，而集中
养老，则在建筑设施方
面照顾到了养老相关的
需求。在生物质新能源
方面，目前盛润集团旗
下的河南百优福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已经掌握
了秸秆生物质燃料的相
关技术。

“集团业务板块投
资，基本上都是根据国
家政策调整和发展方向
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展
开的，也将继续根据国
家政策的调整做出相应
调整，以提升企业的综
合发展能力和发展质
量。”盛润集团有关负责
人表示。

如今，在复杂的经
济形势下，于多元化道
路上努力转型，不仅考
校着“成年”的盛润集
团，亦考校着已过知天
命年龄的盛润集团舵手
李喜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叶

信用卡迎来了一个新的变革，这次是在客户最
熟悉的卡产品上。

近日，广发信用卡率先在业内提出“去产品化”
概念，推出“一张卡+个性化权益平台”的新型产品
模式。这张名为One卡的信用卡问世，打破了一直
以来信用卡产品功能和权益相对固定的形态，意味
着消费者今后不用再为享受多种权益组合办理几张
信用卡，一张“One卡”即能满足同一个人不同人生
阶段的个性化需求。

（上接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