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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1日，郑
州农村商业银行举行开业暨
银企签约仪式，宣告正式开
业。这是河南省第二家城区
合并组建的农商行，也是截
至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一
家，标志着河南省农信社改
制工作取得又一重大进展。

记者从现场获悉，郑州
农商银行是经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筹建，由原郑州市市郊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郑州市
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通过
增资扩股、优化股权配置等，
合并组建而成。注册资本为
33亿元人民币，网点全面覆
盖郑州城区，是郑州市营业
网点最多的银行机构。截至

今年9月底，各项资产余额
929亿元，在全国农商行中
居于头部方阵。

刘庆保任郑州农商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董金泉任
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清任党
委副书记、监事长，王翔任党
委委员、副行长，樊腾任党委
委员、副行长。

为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
业，助力乡村振兴，仪式现
场，郑州农商行与三全食品、
郑州瑞茂通、森源重工、汉威
科技、康桥地产、亚星集团、
豫发集团、丰乐农庄、顺康医
药等9家企业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

本报讯 一切来得太突
然！10月21日午后开盘，港
股 51 信用卡（2051.HK）突
然跳水35%，交易不到一个
小时，51信用卡宣布在港交
所 暂 停 交 易 ，停 牌 前 跌
34.69%。记者发现这一切
与一则消息有关——有媒体
报道称，51信用卡杭州总部
疑遭警方上门调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第一时间向51信用卡的
官方求证，目前未得到回应。

10 月 21 日 16：06，51
信用卡发布公告称，公司的
业务营运及财务状况仍然保
持正常。公司董事会对此类
制造不实谣言的行为一致严
厉谴责，并保留诉诸法律追
责的权利。公司将适时就与
事件调查有关的任何进一步
事态发展向股东及潜在投资
者提供最新信息。

朋友圈流传一份某银行
发出的函，称 51信用卡的
APP运营方“全方位且数量
巨大地获取用户个人信息，
该行为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

51信用卡CFO赵轲向
新浪财经表示，公司目前经
营一切正常，正在了解具体
情况。不清楚被警方带走的
人员是否为公司员工，后续
将发布正式公告。赵轲还表
示，“你能给我打通电话，说
明我们还是正常的”。

不过微博上也传出，

CEO孙海涛已被带走协助
调查。

51 信用卡官网显示，
2018年其在香港主板上市，
旗下拥有“51信用卡管家”

“51人品”“51人品贷”等多
款APP。根据2017年Oli-
ver Wyman报告，51信用
卡为中国首个且最大的在线
信用卡管理平台、中国最大
的独立在线信用卡申请平
台，同时亦是以信用卡持有
人为目标的最大线上消费金
融市场。

51信用卡管家注册用
户达到8340万人，较去年同
期增长21%；累计管理信用
卡数量达到 1.387 亿张，较
去年同期增长16.9%。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根
据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
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
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显示：非法
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违法所得五千元以
上，即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
节严重”，可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本次公布的《解释》第五
条第二款对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的“情节特别严重”的认
定标准，也即“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档次
的适用标准作了明确。

今年“双11”，三人中有一人“剁手”？
“反向定制”消费、以旧换新、流量明星，这些玩法今年被三大电商玩出了规模

51信用卡股价闪崩
疑遭警方调查 用户数达8340万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兵

河南迎来省内资产规模最大农商行

郑州农商行昨日正式开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徐曼丽

第十一年双11的奇迹制
造点会在哪里？

10月 21日，天猫总裁、
淘宝总裁蒋凡宣读了两组数
据：其一，本季双11将有20
万个全球品牌，推送1000万
款折扣商品。其中，超过百
万款商品是借双11完成全球
新品首发。这包括，香奈儿、
Michael Kors、Acne Stu-
dios 等近百家全球奢侈品
牌，以及苹果、华为、戴森、沃
尔沃、茅台等核心品牌。其
二，今年双11当天，预计将有
超过5亿人通过手机端参与
网购（APP装机量），比去年
同期新增1个亿用户。这意
味着，每3个国民当中，就有
一人会参与双11。

阿里巴巴的数据虽仅为
一家之言，但正因如此，它揭
示了中国双11带给全球经济
市场的惊人能量。若是算上
京东、苏宁、拼多多、当当、寺
库等电商，参加中国双11的
品牌数、用户数两项关键数
据，只会被推高。

所以，上述两组不同的
数据相互印证，反映了一个
事实：2019年双11这天，全
球品牌商是在与5亿中国人
同时谈买卖。

“反向定制”消费
首次大实战

C2M 商品反向定制，正
在今年双11期间迎来首次大
规模实战。

10月18日，京东率先吹
响C2M的号角，并且出手就
是高举高打，计划在双11周
期售出2亿件C2M产品。

21日，苏宁宣布，该公司

与各大厂商已展开了C2M
的反向定制，今年会有5000
多种潮品和定制商品陆续上
线，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同日，天猫宣布，21日零
点，该平台已开启商品预售，
雅诗兰黛仅仅预售25分钟，
实现交易额近5亿元。

所谓C2M，即是消费者
——工厂。这就像河南人去
买烙馍卷菜，可以加烤肠、土
豆丝、青椒丝、卤蛋、麻叶等，
但你也可以只加一部分，你
喜欢什么就卷什么，每个人
的烙馍卷菜都可以不一样。

“以旧换新”活动还提供
预约、快递等服务

今年双11，各大电商都
撒出了“以旧换新”的玩法。

在苏宁此次发布的“随
时”产品中就有这么一项服
务：用户可以随时到店内，评
估旧手机等产品价格，直接

“以旧换新”，省去了在二手
市场出售旧手机的环节。除
了到店消费，苏宁还对有“以
旧换新”需求的用户提供包
括网上预约、快递闪送、上门
取件等多元化的服务，力求
快速响应用户对3C、家电等
产品“以旧换新”需求。

与之同期公布“以旧换
新”政策的还有天猫。据天
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理家
洛介绍，11月1日开始，天猫
双11将推出“以旧换新”专场
置换活动，手机等3C产品和
空调等家电产品共计80多个
品类、覆盖260多个品牌的4
万种商品都将参与这次置换
专场，以减少各个家庭闲置
资源的浪费。

京东在10月 18日开启

11·11全球好物节时就已承
诺，要给用户带来 5G 手机

“以旧换新”最高补2000元
的促销手段。

KOL（关键意见领袖）、
流量明星加入“战队”

直播是2019年的一个热
词，抖音主播李佳琪一句

“OMG（我的天啊）！姐妹
们，买它”，可能就会在1小时
内让商家的新品卖脱销；流
量明星们一句“这是我用过
最好用的护肤品”，可能就让
无数迷弟迷妹甘愿打开荷
包，入手该护肤品。这样直
播就能带货的机会，各大电
商平台当然不会视而不见。

据了解，京东集团副总
裁、京东零售集团平台业务
中心负责人韩瑞曾于 10月
18日宣布，今年双11京东红
人直播带货玩法升级，京东
将提供首页、频道页等多场
景的公域流量进行扶持，更
将在直播间撒数亿京豆作为
直播专享补贴。

今年天猫也将直播带货
看得很重。在今年天猫双11
启动发布会上，阿里巴巴集
团首席市场官张无忌（化名）
在黑龙江直播现场与主播们
互动之余还发了300个支付
宝口令红包。

苏宁的直播是场景直
播，一是基于苏宁的全场景
门店的门店直播，苏宁会将
门店所有优秀的导购员、门
店的优质场景作为直播素
材，一股脑呈现给用户；二是
原产地超级买手直播。这些
形式，无不是为了让更多优
质原产地好货让更多人“剁
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丁洋涛 张利瑶 文图

2019年双11正式开战。10月21日，天猫、苏宁两公司分别在上海、北京举行
双11发布会，公布了今年双11各平台大促活动的主打特色及资源部署。除了便
宜、好玩、互动、补贴、红包等共性的吆喝声外，一些市场新打法或个性卖点，传递出
三巨头在产业布局方面的新趋势，以及它们对当下国内消费市场的预判。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带你一起了解，今年双11究竟有何不一样。

三人中必有一人“剁手”，中国双11成全球品牌商新货秀场。
中国的双11即将跨入“新十年”。自2009年它被阿里巴巴首创以来，已在全

球零售业连续十年刷新“单日消费总量”奇迹。

各大电商为了“双11”，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