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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通胀水平温和
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充足

6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
示，5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 .8%；PPI环比上
涨0.4%，同比上涨4.1 %。专家表示，5月份以来各地气温
持续回升，蔬菜供应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
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给物价带来一定
影响。从核心CPI下降和新涨价因素较弱来看，真实的通
胀水平温和运行略有下行，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未来，
预计PPI还有上涨的可能，三季度PPI和CPI剪刀差现象将
延续。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表示，5月份，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1 %，影响CPI上涨约0.01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2.2%，影响CPI上涨约1 .74个百分点。据
测算，在5月份1 .8%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
影响约为1 .4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4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5月份以来，随着各地
气温持续回升，蔬菜供应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
回落。非食品方面，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最大涨幅，汽
油和柴油价格分别环比上涨了3.7%和4.1 %，带动交通工
具用燃料价格环比上涨 3.6%，同比涨幅达到 13.3%。

（经 日）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减少
全国信托产品发行数量环比增加

本报讯（记者吴艳雯）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5月
全国460家银行共发行了9861 款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封
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
银行数比上期减少26家，产品发行量减少1329款。其
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4.80%，
较上期下降0.02百分点。

5月，5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
比上涨。其中，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
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份为广西、辽宁、山西，分别为
4.37%、4.35%、4.34%；非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
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市为上海、四川、天津，分
别为4.98%、4.97%、4.96%。面向个人投资者存续的开放式
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共163755款。其中，全开放式产品
数量为115787款，较上期增加10989款；半开放式产品
为4751 8款，较上期增加1834款，收益率披露较为完整
的产品有163755款。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率最高的产
品为中国工商银行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专属
全权委托资产管理——趋势策略理财计划”，期间收益率
为81 .04%。净值型产品期间波动性最高的产品为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发行的“邮银财富·债券201 8年第301 期(封
闭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期间波动性为293.25。

5月份，共有58家信托公司发行了985款集合信托产
品，发行数量环比增加4款，增幅为0.41 %。前四位信托
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总计387款，占比39.29%，占比环比
上升0.66个百分点。

财经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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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惠农信贷
助力黎川特色产业发展

“前两年，我从赣州引进葛根种植，去年我想扩大规
模但资金困难，政府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通过‘财政惠
农信贷通’给我贷款50万元，让我渡过了难关。”在黎川县
社苹乡团星村，刚从田里忙碌上岸的村民杨长华兴奋地
告诉笔者。近年来，黎川县通过“财政惠农信贷通”融资
模式的有效推广，使农民切实享受到了财政惠农信贷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截至今年4月，该县已统筹安排财
政风险补偿金1075万元，“财政惠农信贷通”合作银行共
完成授信21 680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4231 万元，全县
539户特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受益。

为切实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的瓶颈问题，助推农村特色产业提速增效，黎川
县加大对特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推进“财政惠农信贷通”融
资工作，将“财政惠农信贷通”贷款投向甲鱼养殖、小虾养
殖、水产畜牧养殖、烤烟种植、蜜橘种植、茶叶种植、油茶种
植、马家柚种植、高级水稻种植和景观树种培育等特色产
业。为确保这一工作落到实处，该县成立了黎川县“财政
惠农信贷通”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黎川县财政惠农信
贷通工作实施方案》，实行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
体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县委农工部、财政、农
业、林业、烤烟办、银行等部门之间联动协调，做好“财政惠
农信贷通”调查申请发放工作，确保经营主体能够及时拿到
贷款，并且每季度对贷款经营主体的经营情况和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掌握资金使用动态。 （吴细兰 江建明）

金融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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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业
盘点江西籍互联网创业人士，大都有

着部分相似的履历背景：学历起点相对不
高，少有人出自中国的顶尖高校；职场起步并
不顺利，但很多都有BAT工作经验。

毕业于南昌航空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
肖文杰在演讲中说，大学毕业之后，他想做
互联网，一门心思想进腾讯，但被拒绝 8
次，第9次终于成功。但2013年，已经是腾
讯财付通产品总监的肖文杰，毅然放弃腾
讯的高额年薪和股票分红辞职创业，创办
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在线分期购物商城分
期乐。此后，分期乐从分期卖手机起家迅
速成长为乐信集团，4年后在美国纳斯达克
成功上市。

同样，滴滴的程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
学行政管理专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被一个大姐拉去卖保险，非但没有底薪，还
付了 800 元的押金，前前后后换了几份工
作后，才入职阿里，在阿里工作 7 年后，辞
职创办滴滴。

肖文杰和程维等人的成功可能与江西
自古人文气息浓厚，江西籍企业家爱好学
习、善于思考与反省的性格分不开。

在“互联网+”时代弯道超车
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在第一波互联

网浪潮中，江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自身优
势，在产业集聚方面，与北上杭深等城市拉
开了一定差距，但是江西的创业人才优势一
直是存在的，由江西人创办的互联网企业遍
布全国各地即是明证。未来，这也将成为江
西互联网产业崛起的重要人才基础。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江
西有望在这一波产业升级浪潮中引领全
国。在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兴领域，已经
聚集了一批江西籍的杰出人才，如地平线
机器人余凯、寒武纪科技陈云霁、陈天石、
图灵机器人俞志晨等人。

除了人才优势，江西独特的地缘优势，
可以对接中国互联网最先进的“浙江模
式”。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弯道超车，江

西比其他省份面临更大的机遇。
事实上，江西已经连续 3 年举办互联

网大会。近两年来，从上饶高标准规划
2000 亩大数据产业园，到鹰潭先后完成物
联网研究中心、物联网开放实验室、移动物
联网产业联盟的建设，江西的互联网产业
内引外联，规模发展迅猛。

江西还出台了互联网行动计划，设立
省级专项引导基金，重点支持互联网基础
设施提升、公共平台建设、重点项目孵化、
初创企业补助、商业模式创新等，未来几
年，搭乘上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快车的
江西，离建设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强省的目
标越来越近。

2018年4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 (2018)》报告显
示，江西排名18位，相比2015年，江西前进
了10位；而在“创新创业分指数城市20强”
中，南昌排名 20 位，前进 5 位，江西和南昌
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之一。

天猫平台
新零售全景展示

商务部公布的全国一季度消费数据显示，线上零
售高速增长的同时，线下零售持续回暖，且速度不断
加快。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
77.8%。从线上到线下，从城市到乡村，从海内到海
外，今年天猫618期间新零售将无处不在。天猫新零
售江西相关负责人羊大透露，在今年的618，人们“买
买买”的体验与以往将大有不同。“天猫一小时达”覆
盖的各大城市可以在空调房里下单蔬果日用，看球时
去“盒马”提上几只新鲜阿拉斯加帝王蟹，等着“饿了
么”小哥把冒着白汽的冰啤酒送上门。在农村地区，
优质的荔枝、藕带、芒果等应季农产品通过农村淘宝、
天猫、“盒马”和大润发上行从田间直抵舌尖；生活在
乡村的人们通过天猫优品母婴体验店、天猫优品电器
体验店里挑选好货，可以线上下单，家电次日即达，还
有送装一体服务。

刷脸进店、即买即走，虚拟试衣镜前闪电换装、一
键购买……天猫618期间，新零售新技术绝不是PPT
上的概念空谈，而是作为体验升级的必需品，在线下
天猫智慧门店大量投入应用。“天猫 618 早已超越了
电商促销，已成为新零售时代的一场大 party。”羊大
对记者表示。6月1日开启的天猫618理想生活狂欢
季将成为一场新零售的“世博会”，由此洞见数字经济
孕育的新商业文明。这是截至目前参与人数最多、覆
盖范围最广的新零售全景展示和消费体验，包含了天
猫新零售新技术大规模商用的成果、立体升级的城市
消费生活和跨越大洋的全球分工协作。以北京、上海
等天猫新零售之城为节点，天猫618将搭建起一张新
零售一体化网络，覆盖全国超过70个新零售商圈、10
万家线下智慧门店，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
开启新零售的盛宴。

苏宁易购
多业态首次同框

2018年，凭借对市场的敏感及对服务的关注，苏
宁目前已有近5000家互联网门店，共同迎接618年中
大考。通过互联网O2O模式，苏宁将智慧零售的成
果带到全国一二级城市的同时，也将极致的购物体验
普及到了县镇以至农村。

记者了解到，在线上，苏宁虽然来自传统零售行
业，但在整体运营的思路上并不“古板”，反而有很多
灵活多变的想法。苏宁易购立足于服务，以用户体验
为标准，推出年中大促大满足，且不仅仅从产品，价格
及服务出发，更着力于消费者购物娱乐全方位多元化
的体验。除去线上的活动，在这次 618 年中大促，苏
宁还集结了自家多渠道、多业态的全部 5000 家互联
网门店一起“参战”。这里面不但包含了苏宁易购云
店、苏宁易购直营店等连锁电器零售门店，也加入了
苏宁小店、苏鲜生精品超市、苏宁极物等新型智慧零
售业态。

随着苏宁渠道和业态的完善，苏宁的智慧零售服
务已经覆盖吃穿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的 618
大促，苏宁在门店业态上基本以电器店为主，但是
今年形成了“电器店为坚固基石、新业态全面开花、
全业态联动营销”的态势。江西苏宁易购总经理蒋
兴溪表示，本次江西苏宁年中大促将面向整个江
西，联合苏宁在江西的所有业态，从大中城市到县
镇市场，从网页端、移动端到线下商圈、社区，实现
618 年中大促的全覆盖。随着苏宁“一大二小七专”
业态的不断完善布局，苏宁已经构建全产品、全场景、

全渠道的智慧零售生活服务平台，致力成为消费者的
“智能管家”。

电商平台
同时迎支付大战

对电商平台而言，年中大促可谓“近身肉搏”，对
消费者来说则是释放消费欲望的购物狂欢。电商大
战，同样也是一场支付大战，光大、兴业、浦发等银行
信用卡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它们大多与电商平
台合作，推出不同程度的促销活动。

据悉，6月 12日两个活动时间段，光大信用卡持
卡人可在京东商城神券日主会场领取光大银行信用
卡专享满 100 元减 50 元优惠券。6 月 1 日至 30 日活
动期间，兴业信用卡客户通过兴业、京东或其他第三
方媒体发布的宣传页面点击进入互动游戏界面，参与
手机端颠球赢取京东优惠券游戏，有机会获得面值不
等的优惠券；为迎 618活动，在整个 6月，浦发信用卡
携手苏宁易购同步推出满减钜惠活动，通过整合双方
平台资源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消费优惠活
动。

新零售背景下的 大促
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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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军团在互联网产业中崛起
本报记者 钟秋兰

互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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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月18日前后的618年中大促来临，商家们又打起了市场抢夺战。在新零售的背

景下，今年的打法与往年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既不是单纯的网上比价，也不仅仅是“店电博

弈”。在O2O融合的商业大趋势下，线上线下全渠道的融合比拼成为主流。用曾经盛极一

时的桌游“三国杀”来形容今年的年中大促，是再适合不过了。以阿里、苏宁、京东为首的三

巨头，各自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这个年中消费的重要时刻，开启了新一轮的竞争。

618
本报记者 吴艳雯

日前，江西籍企业家、乐信
CEO肖文杰受邀参加南昌航空
大学2018年毕业典礼时，用其所
在企业的成长轨迹展示了互联
网经济的“魔力”。乐信从分期购
物商城起步，短短4年登陆纳斯
达克,年交易规模近千亿元，成为
世界级的金融科技企业。

实际上，在消费电子及互联
网行业，江西籍企业家已经打造
了多个国民级应用。除了乐信
的分期乐商城，上饶的程维还创
办了滴滴，景德镇的傅盛创办了
猎豹，土巴兔装修网的王国彬也
是江西人……悄然间，江西籍企
业家已撑起了中国新一代互联
网行业的半壁江山。这些人才
基础有望让江西成为数字经济
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