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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 5月 21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在
京发布 《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 （2015）》
（简称《报告》）。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累计
发行银行卡49.36亿张，较上年末增长17.13%，银
行卡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业务指标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信用卡发卡量同比增速放缓，金融
IC卡发卡量增长迅猛；随着国内银行卡转接清算
市场开放政策的明确，开放竞争格局的形成，银行
卡转接清算市场迎来重大变局。

在新兴电子支付渠道方面，2014年，我国互
联网支付行业整体保持平稳、高效运行，移动支付
行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业务规模实现爆发式增
长。市场主体深入开展合作，推出创新产品，改善
用户体验，逐步建立移动支付生态圈，构建竞争优
势。2014 年，支付机构共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
215.30亿笔，业务金额 17.05万亿元，分别比上年
增 长 43.52%和 90.29%， 共 处 理 移 动 支 付 业 务
153.31亿笔，8.2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5.9%和
592.44%。

目前，我国预付卡行业步入深度调整期，166
家预付卡发卡机构合计发卡2.39亿张，较上年下降
62.65% ； 发 卡 金 额 740.88 亿 元 ， 较 上 年 下 降
14.82%。预付卡机构积极寻求转型途径，深耕行
业应用价值，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调整业务布局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以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理财等为
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在全球赢得领先
优势，并逐步向金融深层渗透，为传统金融注入活
力的同时，对金融市场格局产生了广泛影响。2014
年，受国家互联网金融利好政策的推动，该领域投
融资活动空前活跃，行业整体迎来前所未有的规模
增长机会。与此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已开始利用互
联网技术改造自己的业务流程和产品；新兴金融业
态快速发展，进一步刺激传统金融加速转型升级，
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实现深度融合、优势互补，
逐渐成为产业大势所趋。

据悉，这份《报告》是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在前
两年报告基础上再次推出的行业分析报告。《报
告》完整展现了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的全貌，总
结了各个细分市场的发展概况及运行特点，针对市
场风险特点提出了应对与防范的整体思路，并就发
展趋势进行了全面解析与研判。

□ 汪文品

2014年移动支付业务
8.24万亿元
同比暴增近6倍

记者 24日从中国民航局获悉，民航局印发的
《加强民航法治建设若干意见》强调，健全纠纷预
防机制，要依法规范航空运输安全“旅客黑名单”
制度，列入“旅客黑名单”的事项原由、条件认证
和办理程序要加以明确。

意见指出，航空公司和机场将加强联合协作，
针对航班延误等突出问题，依法健全完善应急服务
体系。将加强航空服务质量监管，完善投诉处理机
制，依法维护民航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要健全民
航行政复议制度，强化解决纠纷功能。

国家旅游局最近纳入全国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的三起案例中，两起涉及民航乘客。为进一步
规范旅客文明乘机、文明旅游，中国民航局日前
已与国家旅游局就共同加强文明旅游工作、治理
旅游不文明行为、维护航空运输和旅游秩序等问
题达成共识，两部门将联手整治不文明乘机和不
文明旅游行为。民航局积极研究对航班上不文明

“任性”乘客的惩处措施，考虑将这些乘客纳入信
用不良记录。

意见还明确提出，我国民航将以强化民航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民航经营者依法从业、民航消费者
依法维权为出发点，完善民航法规体系、健全民航
行业监管机制、增强民航市场主体守法意识，全面
推进民航法治建设，维护民航安全和运行秩序，保
护民航经营者和民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到 2020
年，基本建成以《民航法》为核心，覆盖行业各领
域和各环节，科学规范、层次分明、配套衔接的民
航法规体系，实现从业人员依法办事水平全面提
高，民航消费者守法用法意识普遍增强，矛盾纠纷
化解更加及时有效。

□ 钱春弦

近期，网络上一则热传的“乳制品含肉毒杆
菌，并可能导致白血病”的帖子，让一些家长对这
些乳制品饮料闻之色变。那么，这些乳制品饮料是
否真的会致病呢？

近几天，两条消息在微信朋友圈里被疯狂转
发，一条消息是将矛头直指乳品饮料，称乳品饮料
中含有肉毒杆菌，而另外一条更是骇人听闻了，声
称喝有添加剂的牛奶饮料才导致现在得白血病的小
孩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消息一发出，引发不少家长
的担忧。

河北石家庄、邢台两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卫生防
疫部门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从来没有发布过任何类似
的提示信息和通知。这两条帖子也并没有标明出
处，消息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石家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称有关食品安全的信
息肯定是相应主管部门来发布，比如食药监局，其
他渠道的信息是不可信的。

那这所谓的肉毒杆菌到底是什么呢？肉毒杆菌
又会不会导致白血病呢？专家明确答复，肉毒杆菌
它是一种生长在缺氧环境下的细菌，至于说白血病
的话，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儿童患白血病是综合因
素导致的，比如生活环境啊、遗传啊，接触一些放
射性物质，喝乳制品饮料致白血病的说法不可信。

□ 罗 攀

家庭装修验收要注意的问题有：
1、家装效果是否符合要求。在验收

时，如果业主在这方面不专业，那么最好
请一个专业人士或者设计师来查看，主要
检查施工范围是否满意，进度是否完成，
质量符不符合要求，特别是一些墙面与卫
生间的细节是否处理的好，有没有严格按
照施工程序走。

2、家庭装修空气状况检测。装修
后，房屋里面就存在着很多不安全的气
体，当然业主不能马上住进去，这点大
家是清楚的。笔者建议业主最好请一些

专业机构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一
下，看看是否符合环保标准，特别是有
小孩的业主，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
境很有必要。

3、提供竣工资料。在每套家装完成
后，一般施工方在家庭装修验收合格后，
结算前，应该向业主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
一套，这份资料应该包含：电路竣工图，洽
商记录、中期验收记录、竣工验收记录以
及结算单。

4、装修完后结算。如果在验收过程
中，施工方有按照合同设定的要求走，没
有出现违约的内容，业主就可以在核实费
用后，按合同付清余款了。

5、家庭装修保修单。在支付了工程
结算款后，业主应该要求装修公司开具

“家装工程保修单”，一般从工程验收合格

后就进入了保修期。
6、保洁与装饰。在整个验收流程接

近尾声时，就可以进行清洁了为搬进新家
做准备，有的家具都有弄好只需添加花瓶
之类的软装有的则还得添加沙发之类的
大家具，这样准备好了后，业主就可以乔
迁新家了。

家庭装修验收里面学问很深的，在
工程中不管说的再好，结果却并不如意
那就闹笑话了，业主也愁死，因此在验
收时一定要严格把关，有什么问题与合
同不符，业主立刻和装修公司辩论，这
样也有理有评，如果验收过关了，可是
之后出现了问题之前没发现，业主也不
好直接归于装修公司没质量。所以业主
要擦亮眼睛盯紧了。

□ 星 艺

家庭装修验收要注意什么

蒸馏水、冰川水、离子水、小分子
水、功能水等等各种概念水，近日统统
将退出市场。原因是一部新国标—新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GB19298—2014），从昨日开始实施，
统一了包装水的叫法。

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
准外，以后市场上的包装水只分为饮
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
纯净水就归结为其他饮用水。其他的
叫法都将不被允许。

以后买水只有“饮用纯净水”和
“其他饮用水”

据了解，新的包装饮用水食品安
全国标是强制性标准，适用范围包括
除了饮用天然矿泉水以外，所有直接
饮用的包装饮用水。而它引发的包装
水外包装的变化集中在三点。

变化一：除了天然矿泉水外，市面
上在售的包装饮用水只分为饮用纯净
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纯净水
就归结为其他类饮用水。变化二：多
了一排小字——“添加食品添加剂用
于调节口味”。当包装饮用水添加使
用硫酸镁、硫酸锌、氯化钙、氯化钾等
食品添加剂用于调节口味时，需在产
品名称的邻近位置标注类似字样。变
化三：“饮用矿物质水”名称将不再允
许使用。“矿泉水”即为天然的带有矿
物质元素的饮用水，而“矿物质水”所
含的矿物质则是人为加工食物添加
剂，但名称上却很容易与矿泉水混淆，
所以被禁用。

部分包装水已提前改标签

根据新国标规定，标签更改将给
水企一个缓冲期，最迟期限是2016年
1月1日。

采访中，对于标签的变化，不少消
费者表示支持。“一瓶水能喝出什么花
样？我觉得有的饮用水有夸大作用的
嫌疑”，“说什么一瓶水能够吸氧，我就
觉得不靠谱”，“富氧水真的含氧吗？
真能调节人体酸碱平衡吗？都是噱头
吧”。

根据新国标规定，标签更改将给
水企一个缓冲期，最迟期限是2016年
1月 1日。如果明年还在市场上看到
各种杂牌概念水，可以申诉。

未来饮用水不能再玩概念

除了标签改变，新国标还对包装
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作了新的修订，做
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

业内人士称，受新国标影响最大
的几家企业，包括康师傅、可口可乐、
屈臣氏旗下的矿物质水、娃哈哈富氧
水。不过，也有企业表示国标没有影
响，比如农夫山泉。

目前市场上，怡宝、康师傅、农夫
山泉等常见饮用水，售价便宜，大多在
2 元左右。而“概念水”售价则高得
多，比如，一款500毫升的天然冰川活
水，售价为 9 元，是普通饮用水的数
倍。而根据新的国标，各种“概念水”
将统一归类为“其他饮用水”。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下半年，
水市场可能会迎来换装潮。饮用水
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这意味
着以后饮用水生产商家在生产环节
将更加规范。

□ 孙 扬

包 装 饮 用 水
新国标昨起实施
矿物质水等名称被禁止

在国家启动“一带一路”建设，福建省
被中央确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定位的战略背景下，被赋予了更重要
的意义——在外交部、商务部、发改委、全
国工商联、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等
有关国家部委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下，今年

“5·18”举办首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
览会暨第十七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简
称“海丝博览会”），并同期举办“亚洲合作
对话——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论坛暨亚

洲工商大会”（简称“ACD大会”）。据悉，
已吸引了 46个国家，180余个团体参加。
无论是规模还是级别，都盛况空前。

三盛地产集团继去年之后，再度成为
这场盛会的总冠名商，举城关注。

事实上，这场盛会不仅仅是福州市民
关注的，更吸引了全国关注。据悉，三盛
的“大手笔”吸引了全国百城媒体“5·18”
齐聚榕城，近距离感受海交会魅力的同
时，百城媒体为三盛呈现的极致产品而折

服，为闽派企业敢于担当的精神喝彩。
那么，作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的三

盛地产为何继续结缘海交会？继4月7日
京城品牌战略发布会之后，百城媒体持续
关注三盛，究竟三盛如何将“互联网+”落
地？三盛又如何在海交会上大放异彩，成
为全国媒体眼中的闽系生力军代表？

凭借着极强的拼搏意识、务实的作
风、极为前瞻的理念，随着中国的经济发
展策略不断深入，在各省派系的企业中，
闽系企业这几年快速崛起，备受关注。

作为全国百强房企，闽企三盛连续两
届总冠名海交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眼球。
就在全国媒体都在好奇时，一场高规格

“亚洲合作对话ACD论坛”，或许能揭开答
案。亚洲合作对话(ACD)作为面向亚洲的
重要政府间对话与合作机制，迄今为止，
已有33个成员国，举行了13次外长会，并
于2012年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议，已成为
凝聚亚洲共识、弘扬亚洲精神、推动亚洲
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本届ACD放在福
州举办，正是看中福州在“一带一路”中的
重要作用。

在 5 月 18 日“亚洲合作对话 ACD 论
坛”，三盛成为福建唯一企业代表，上台致
辞。三盛地产集团总裁林荣新称，在“一
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之下，为亚洲工商界
的合作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空间。
长久以来，福建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

窗、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座桥；带有福建
口音的中华文化在东南亚有着深刻的影
响力。今天，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核心区，且福州、平潭、厦门是国
家指定的自贸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好
和机遇。新闽商有信心、有能力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主动积极的走
出去和引进来，共同推动福建成为国家乃
至亚洲的重要经济区域。

“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三盛能代
言福建，是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林荣新
称，21世纪海丝博览会的召开，意义非同
小可，总冠名只是顺势而为，“为让福州走
出去、让亚洲认识福州，三盛做出自己应
尽的责任。”

新时机，三盛看到了机遇，更是积极
行动。

三盛主动提出“互联网+”的战略，积
极探索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进行战略
转型，在城市社区建立“社区养老和健康
医疗、幼儿教育和居家生活服务”为主的
社区O2O服务模式，并将引进日本专业的
养老服务机构和培训机构、台湾专业的连
锁经营人才，实现以互联网为平台、大数
据为驱动、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社区服务
新模式。“未来三盛力图互联网+进行商业
模式创新来整合亚洲各国优势资源，打造
跨国界的产业链合作，这是三盛正努力的
方向。” □ 张文奎

亚洲合作对话开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平台
三 盛 地 产 再 度 总 冠 名

闽企代表三盛地产集团林荣新主旨发言闽企代表三盛地产集团林荣新主旨发言

安徽六安市九棵松生态农业公司霍寿黑猪良种场的工作人员在查看仔猪的健康和生长情况（5月16日摄）。
近日，产自皖西大别山区的“正谷正养”黑猪肉在南京扩大销售规模，13家直营门店相继开业。安徽六安大别山区自古

出产“霍寿黑猪”，近年来，当地农民瞄准市场需求，建立了以生态农业公司为龙头、有40个专业合作社从事生产的黑猪生态
养殖产销基地，形成年产商品猪3万多头的产业规模。

为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基地农民以“正谷正养”传统方式养猪——黑猪放养山林，食青饲杂粮，睡山间土洞，以确保猪肉品
质，最终让大别山黑猪成功“拱”进南京市场。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在整个家庭装修结束时，都要
进行验收和收尾，验收和收尾是家
庭装修流程中最后一个紧要关卡，
这是查看装修公司合不合格负不负
责的时候，如果做出效果与说的效
果完全不匹配，那么这个装修公司
是不合格的，我们需要严格检查，
那么在家庭装修验收要注意什么问
题呢?

中国将依法规范航空运输
安全“旅客黑名单”制度

专家辟谣

网传乳制品饮料致白血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