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012$#$3
)*+45267389:;$<
)*+45267389=;#<
)*+>?./@A4.#%3$
<BCDEFGHIJK9LM
N$7OP!QRD"S'TDUV

WXLM
F!V

N$%7O7P
NY7
N&&

N7$O66

WXZ[

\]
\]
\]

\]

^_`
Fab;]V
6cccc
&cccc
$cccc

d$ccc

efg
FaV
#cccc
Pccc
Pccc

#cccc

!"#$%&'()*+,&-."#$%/$#0$&123$'456789:
);<=>?@A<=BCD67867EF(##GHIBJKA@ALMNO
PQ&RSTUVW9XY2Z

hijW!"k

!"#$%&'()*+,-.()/0-120345678
limniopq<k"#$%/$#0$%)$*1D[\4]L
\imn'rk6789:);<=>?@ABC^
simntuk_`aPbc4defTghiDjklmhnopqrs

tuvjw9xL&yz{kq|}~!kD"#kLyz$%$%$%&'kT
glmh&bc4d()*h+&*h+d."#$%/$#0$*1$+4,-8.z
<=>?/0&123-/45D678.z<=>?Z60NZ[78N67(
N9/GZ(&#$(,###&####'#$$'L̂

vijWwxkj:OP;<T*=>q?>@ABC
yiz{|}kYdY&YP6P #%d%YYP7Y6Y
~i!"#(k-../0112223456789-6738:;3<71<:=1<:=$&$#$157>?43-.@=̂
$i%&_'k22237A-B6456/@3<:@
(iDEFG`Hj:OPdI

!"#$%&'!"#$%&'()*
)3*+,$c#dc#d

!>JkK:%(LMNU$%&."#$%/&0"$1$#OP"#$%/&
0""1$#OQDR4qSTL5UVWWX2).YZ[\D]^Z-../011
C<)/65@653.6:A6:3<:@L_N96@A2`ab&RSTUVW9XY2Z

hi_'!"kcdwefb)ghiDj@>w*h+DH).YZ[
\klL̂

li_'wxkT*=>q]m?>@ABC&nop>p-*=>
pq<^

\iop-./0k
$wUV]rst4]Z"#$%/&0$,1P@Auv4Q^
"wRwstxy4]Z"#$%/&0$*1w$&1^`T,zqa{k|

,}@A9~!"&#$xy4]^
si123456k
a{kp.@AQ,5%&]%()&r_N2c'()*&+,%

&"-|tbc+<.*h+^
vi789:k/012Z#'%,)*%%$'+$'w*%*$#%%"345^6^Z78

9LM:H;<F"*="G>?(@DA&#%B^
yiDF`Hj:@ACw)Dn'EUVWWX2).YZ[\D]

^Z-../011C<)/65@653.6:A6:3<:@LFx^

$%&'!"+,%&'()*

!"#$%
!"#$%!"#!$%%!
&'!!((#)"(#&

9:;<=>?@AB=CDEABFGH&IJH&
KLMNOPQRSTU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朱忠诚 吴志明 组版：余佳维 美编：徐 哨08 视野/广告

新款面值 10 英镑
（约合 86.8 元人民币）
纸钞还没发行，已经有
不少人在亿贝网上以每
张15英镑 （130.2 元人
民币）左右的售价预售
编号靠前的新钞。

卖家大多承诺会在
14日发行新钞的第一天
一大早去银行排队兑换
新钞。有的卖家还承诺
会在发货前告知买家新
钞编号，如果买家不满
意编号，可以申请退
款。

新钞采用塑料材
质，耐水洗，耐磨，具
备更先进的防伪特征，
背面印有英国小说家
简·奥斯汀的头像，以

纪念这位享誉世界的女
作家逝世200周年。

印在奥斯汀头像下
方的一句话“我说呀，
什么娱乐也抵不上读书
的乐趣”一度引发网络
激辩。

这句话出自奥斯汀
代表作《傲慢与偏见》
中反派人物卡罗琳·宾
利之口。这个人物根本
不爱读书，说这句话只
是为了吸引男主人公马
克·达西的注意。有人
因此不理解为何把这句
话印在钞票上。不过，
也有人说，奥斯汀是著
名的“讽刺女王”，这
句话恰恰体现了她的写
作风格。 据新华社

9月12日苹果新品
发布会广受关注，有意
思的是，在最受瞩目的
iPhone X手机的演示
过程中，苹果公司软件
工程资深副总裁克雷
格·费代里吉第一次展
示 其 人 脸 识 别 功 能

“FaceID”居然没成功，
令其相当意外和尴尬。

费德里吉立即调整
情绪并说，“让我们再
来一次”。据报道，他
取出备用手机，进行又
一 次 演 示 ， 这 次

“FaceID”运行正常。
据报道，这次“突

发事件”把苹果公司的
股价也“吓了一跳”，
很快从163美元高点跌

至159美元，之后回升
至160美元以上。

iPhone X 是苹果
公司力推的最新产品，
配备 TrueDepth 拍照
系统，包含红外摄像功
能等新技术，能够投射
红点到用户脸上，然后
把信息反馈到智能系
统，创建人脸模型，以
此识别手机的机主，并
确保即使在黑暗环境
中，人脸识别系统仍能
发挥作用。

据悉，作为苹果公
司 最 新 研 发 成 果 ，

“FaceID” 将 应 用 于
Apple Pay 以及苹果
其他第三方应用程序。

据新华社

记者在采访了解到，
有的银行由于消费贷的贷
后管理问题，已经暂停了
部分消费贷款产品，目前
仅对存量客户提供纯信用
无抵押的消费贷款。

财经评论员莫开伟指
出，消费贷等非房贷资金
变相流入楼市，是把一些
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拉入了
房地产市场，一旦房地产
市场的走势出现逆转，违
约风险暴露，会造成相当
的金融风险；还有部分消
费贷款是由P2P等互联网
金融公司的资金穿透而来
的，其间不少游离于现有
监管体系的视野之外，潜
藏并易诱发较大金融风险
隐患。

“银行这几年受利率市
场化冲击，利差收入减少，
而个人消费贷款相对风险
低、利率高，对银行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对消费贷款的
真实资金用途存在‘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的问题。”上
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
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

某民营银行总行行长
告诉记者，消费贷进入楼
市确实起到了加杠杆的作
用。居民在房价上涨预期
下，急于借钱入市。只有
多措并举扭转居民的单方
看涨预期，才能真正堵住
楼市的“配资”通道。

莫开伟表示，遏制消
费贷款违规流入楼市，要
靠监管机构建立灵敏、动
态的监管机制，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实现监管精准
有力。 据新华社

消费贷款穿“马甲”违规大量流入楼市

中介霸气称
“帮搞定100万首付”

近日，北京、深圳等地
监管机构发布通知或风险
警示，要求辖区内金融机构
对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
消费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
产市场等问题进行自查。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在一些地方，个人
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
贷款经过层层包装，违规
进入房地产市场。在一个
楼盘，记者称凑首付有点
难度，中介干脆地说：“只
要不超过100万元，我们
来帮你搞定。”

近期，一组金融数据
刺 激 了 金 融 市 场 。据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7
个月，居民新增消费性短
期贷款1.06万亿元，累计
同比多增7137亿元，而去
年全年仅新增消费性短期
贷款8305亿元。

与此同时，上市银行
的半年报纷纷披露，消费
贷款增速惊人。如截至6
月末，平安银行消费金融
贷款余额达 2770.90 亿
元，上半年新发放贷款
12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5.49％；建设银行消费
贷款余额今年上半年激增
830.37亿元，较去年末增

长110.66％；光大银行消
费贷款余额为3723.62亿
元，上半年新增540.91亿
元，较去年末增长了17％。

短期新增消费贷款大
幅增长，这些钱去哪儿了
呢？记者注意到，近期，多
地监管部门发出通知或风
险提示，严查个人经营性
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等
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9月5日，北京银监局、
人行营业管理部发布通知，
要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针对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
消费贷款开展自查工作，重
点检查“房抵贷”等资金违规
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9

月8日，北京市住房建设委
员会下发通知，要求中介机
构对近三个月本机构及从业
人员经营活动开展自查。中
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近日也发出金融风险提示，
明确提出要加强个人其他消
费贷款管理，并要求从发文
之日起执行。

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
对记者表示，早在2010年，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就
曾发布通知，要求各商业
银行加强对消费性贷款的
管理，禁止用于购买住房。
此后，银监会等部门陆续
多次发布相关通知，强调
对消费贷款的管理。

记者在多个城市调查
发现，消费贷款穿上各种

“马甲”流向楼市。
——房地产中介牵线

搭桥，以“房抵贷”和第三
方中转的方式，套取贷款
用于购房。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
家大型房产中介的门店，
中介人员听说记者凑首付
有点难度后，直接说“只要
不超过100万元，我们来
帮你搞定”。

随后，该中介人员详
细地介绍了操作流程——
一种是进征信系统的，需
要有房产等做抵押，年化
利率6％~7％，这种贷款

可以直接打入个人账户；
另一种是无抵押，现在国
家不让钱直接流入房地
产，得找第三方来让贷款
中转一下。但这种要收1~
2个点的手续费，利率也
是6％~7％。“我们跟银行
都是有合作的，以上2种
方式都可以做到30年。”

——金融中介帮助办
理大额信用卡违规套现。

记者在位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咨询得知，该公司可以代
办部分银行信用卡，从而
贷款套现。“只要有身份
证，就可以贷款。你没工
作、没社保我们也可以帮

你包装。你只要交点中介
费。”该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找我们能办大额信用
卡，50万至 60万元都能
提现，去干什么，银行根本
不会管。”

“监管要求个人消费
贷款必须专款专用，但挪
作他用的情况很多。”一家
国有银行个人金融部人
士指出，30万元以上的个
贷是银行将贷款直接付
给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
人交易对象，30万元以下
自主支付。有些中介公司
帮忙提供虚假的贷款用
途材料，消费贷“挪作他
用”很难被银行察觉。

多地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违规进入楼市

记者暗访：消费贷款穿各种“马甲”流向楼市

雪中送炭
还是饮鸩止渴？

10英镑新钞
尚未流通就上市

iPhone X这下尴尬了

人脸识别没“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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