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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出全国首部远离非法集资舞台剧

本报讯（记者程 思 思 通讯员 梅 丹）昨日，
由武汉说唱团倾力打造、武汉市处非办参与
创作的方言贺岁喜剧《财神来敲门》，在琴台
大剧院上演。该剧是全国第一部以“远离非法
集资、拒绝高利诱惑”为题材的大型舞台剧，
讲述快活里的栽麦子一夜之间发了大财，蹿
弄大家加入境外财神基金，岔巴子与嘎巴子

浙商银行武汉分行
存款余额突破 100亿

本报讯（记者梅丹 通讯员阮观景）昨日，
记者从浙商银行武汉分行获悉，目前该行存
款余额已经突破 100亿元。
据悉，开业一年来，浙商银行武汉分行全
资产已突破 350亿元，各项存款余额突破
100亿元，预计全年实现利税将超过 1.2亿
元。
据介绍，2017年浙商银行武汉分行将持
续深化全资产经营战略，以全价值服务、流动
性服务和零售银行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最
优金融解决方案，用更丰富的手段服务更多
客户，扎根湖北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中意人寿获评
年度影响力合资保险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郑 丽 记者 胡 楠）日前，
由和讯网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
合主办的“第十四届财经风云榜”在京揭晓。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凭借 2016年优秀的
综合业绩表现，从近 50家保险公司中脱颖
而出，再次荣获“年度影响力合资保险公
司”。
自成立以来，中意人寿依托两大股东雄
厚实力，坚持诚信、专业、合规经营，实现了持
续稳定发展。尤其是近两年发展取得突破，各
项指标较快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2016
年，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提升服务质
量，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效果。未来，中意人寿
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体
系，实现公司做大、做强、做优的发展目标，为
客户提供更优质、贴心的服务，为社会创造更
大价值。

中信银行
成功救回八旬老人养老钱

本报讯（通讯员徐珊珊 记者程思思）日前，
中信银行武汉王家墩支行接待了一位 85岁的
老奶奶，老奶奶拿出了一张写有收款卡号和户
名的纸条，说要向对方转账20余万。看到她神情
慌张、心绪不宁，引导员立即警觉到客户可能遇
到骗子。再三询问下，老奶奶终于告知是接到电
话，通知她涉嫌一起犯罪案件，要求她将名下资
金全部转入一个指定账户。就在老奶奶讲述被骗
过程时，骗子电话又打过来，值班经理迅速接过
电话，在告知身份后，警告骗子已经识破他的骗
局，对方慌忙挂断电话。
老奶奶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为
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值班经理为老奶奶办理
换卡及更换密码业务，成功保护了她的全部
养老钱。央行新规出台后，遇到这种情况即便
老奶奶转钱后，24小时内仍可追回该笔款
项。

被无意卷入其中，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
非的喜剧故事。武汉说唱团每年岁末都推出
一部方言喜剧向观众贺岁，由此开创了江城
贺岁剧市场。武汉说唱团创作的方言贺岁喜
剧也成为我市著名文化品牌，和江城父老过
年的一种期待。
据武汉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市处非办副

主任梅林介绍，武汉说唱团倾力打造，市处非
办参与策划的 2017年新春方言贺岁剧，是该
办今年推动拓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工
作上微信、上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公交、进
地铁、进影院、进街区等多种宣传渠道后的又
一创新宣传举措。市处非办还将在 2017年与
武汉说唱团进一步深度合作，创作系列防范非

法集资主题的曲艺节目送戏下乡，以群众喜闻
乐见、雅俗共赏的方式，寓教于乐、更接地气地
做好我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工作。
据悉，武汉市金融工作局近期还将通过微
信公众号送出大量《财神来敲门》演出门票，市
民朋友可通过关注“武汉处非”公众微信号的
方式获得最新动态。

我省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逾
2000亿
强力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王 大 千 通讯员 姜 昊）产业
经济与金融资本在湖北融合发展。昨天，记者
从在汉举行的湖北省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下
称“同业公会”）2016年度会员大会暨私募基
金管理人培训会上获悉，湖北省产业投资基
金总规模已超过 2000亿元，为湖北省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近年来，湖北省产业投资子基金迅速落
地生根。”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同业公会会长周爱清介绍，
活跃在湖北省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领域的社会
投资人既有中金公司、航天科工、华融天泽、国
投高科等大型央企，也有中钰资本、九派资本
等国内知名创投机构，还有一大批包括当代科
技、九州通等在内的上市公司、社会机构的积
极参与，省内各市、州引导基金也协同配资参
股，湖北省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已超过 2000
亿元。
周爱清表示，同业公会自成立以来，牵头组

织了湖北股权投资母基联盟暨省创投同业会引
导基金专业委员会，形成了管理社会资本200亿
元、地市引导基金 400亿元，总计 600亿元的资
金规模，增强了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的资金保障实
力，优化了湖北省创投行业生态和发展环境。
据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同业公会成立于
2001年。2015年以来，同业公会立足湖北、辐
射全国，先后从知名专家行业报告、引导基金
及相关政策解读、项目对接与资源共享、行业
促进与服务湖北发展等方面，为广大创业投
资机构打造宽广的交流平台与服务体系，显
著活跃了湖北创投市场。
当天，同业公会全体成员还签署了共同宣
言：不从事非法集资、不做内幕交易、不当资产
管理野蛮人，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树立和维护
行业良好形象。同时，除名了一家违反《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创投机构。
当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
金部总监董煜韬还为参会人员进行了培训。

董煜韬介绍，截至今年 11月底，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17649
家，已备案私募基金 44485只，认缴规模 9.49
万亿元，实缴规模 7.50万亿元，私募基金从
业人员 27.86万元。湖北省私募基金管理人
总数为 232家，管理私募基金总数为 420只，
基金实缴规模为 524亿元。其中，武汉市作为
湖北省省会，共有 21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落
户，注册资本总额为 80.62亿元，管理基金总
数为 404只，基金规模达 501.78亿元。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主
办，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
高投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科技创
业与孵化促进会承办。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
湖北省科技厅、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省民政
厅、湖北证监局等相关领导出席会议。湖北省
省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合作伙伴，创业
投资同业公会全体会员单位代表共计 500余
人参加会议培训。

工行蝉联中国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卫）近日，在第十二届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评选中，中
国工商银行凭借公司治理领域的优秀表现再
次获评“最佳董事会”大奖，这也是该行第四
次获得这一奖项。
据了解，本届“金圆桌奖”评选按照董事

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对 2700多家上市公司
进行跟踪研究，并在征求各省市上市公司协
会的意见和中小投资者网络投票后，按照得
分高低评出获奖公司。在今年的评选中，工商
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董事会运作、董事
会秘书工作等得到了评委会和投资者的一致

好评。
近年来，工商银行持续推进公司治理建设，
优化董事会治理架构，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基本
制度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作用，不断提升董事履职能力和董事会的战略决
策水平，有力支持推动了全行转型升级。

中国银行咸宁分行大力发展个人网络消费贷款

本报讯（记者胡楠 通讯员邵枫）近日，咸
宁的周先生通过手机办理了一笔中国银行个
人网络消费贷款“中银 E贷”，贷款额度 15万
元，用于自家新房的装修。与周先生一样，目前
中行咸宁分行已有 220多名客户通过“中银 E
贷”的便捷服务，满足大额消费需求。

由中行总行自主研发，利用互联网平台
推出的“中银 E贷”产品，最高可贷 30万元，
额度期限一年。该产品最大亮点是手机操作，
随借随还，超低利率，无需抵押和担保。通过
系统核实客户本人代发工资情况，根据个人
征信记录、负债情况，自动判断客户信用额

度，为个人客户提供在线审批、秒速获批、在
线提款、灵活还款的便捷信用贷款。
今年，中行咸宁分行大力发展个人网络消
费贷款，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中银 E贷”1350
万元。此类贷款主要用于家庭大宗消费，比如
装修房子、买车子、买家具家电均可。

出国金融服务全面升级

华夏银行发行“龙行五洲卡”

本报讯（记者梅丹 通讯员杨慧 王雪）近
日，华夏银行在京举行龙行五洲卡发布暨合作
伙伴签约仪式。发布会上，华夏银行宣布正式
推出“龙行五洲卡”，并与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
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侨外出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联合
货币兑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据了解，“龙行五洲卡”针对留学、旅游、
移民等出国人群发行，该卡集储蓄、支付、回

款、转账、缴费、理财、购物退税、货币兑换等
多功能于一体。
华夏银行目前已与新东方、澳星移民等
60余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未来持“龙行五
洲卡”客户可享受华夏银行与合作机构共推
的各项服务优惠，包括持卡退税免手续费、持
卡代办签证优先、持卡留学移民咨询优先等。
不仅如此，持卡人还可凭借卡积分获取华
夏银行“1+N”项健康增值服务，以及等同于华

夏银行金卡客户拥有的各项“尊享服务”。
华夏银行总行营销总监宋继清表示，
2015年，华夏银行推出针对出国金融服务的
整体解决方案——
—“龙行五洲”出国金融服务
品牌，短短一年时间，就受到客户的广泛认
可。而华夏卡境外 ATM取现优惠政策更是
有口皆碑，仅 2015年、2016年两年累计为客
户节约费用 1.5亿元以上，充分体现了华夏
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决心。

老年人最易跌入投资陷阱 需提高警惕
宣传主阵地作用。在全省 70余家营业
网点 LED显示屏滚动播放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标语口号、公益
广告视频，在营业大厅和柜面显眼位
置张贴、摆放宣传海报，向广大客户宣
传防范非法集资的有关知识，教育广
大客户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高利
诱惑。另一方面，以“社区行”活动为载
体，加强对银行卡、投资理财、服务渠
道等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通过有奖
问答、情景剧表演等多种宣传形式，以
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社区居民了解合法
的投资渠道和理财方式。同时，围绕非
法集资参与者等重点目标人群（如老
年人），该行组织基层网点大堂经理、
客户服务经理等一线服务人员，主动
为客户提供相关政策咨询服务，结合
业务宣讲、普法教育、金融政策宣传，
适时进行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提高广
大客户正确识别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活动的意识和能力。
该行坚持做好非法集资风险监
测和风险排查。一方面，充分发挥分
行机构网点较多、客户群体庞大，与
各行各业交往密切的信息触角优势，
扩大信息搜集覆盖面，发现和搜集与
非法集资有关的风险线索。建立了审
计、风险、合规、营运等多个部门滚动
式风险监测机制，提升风险监测实
效。按照监管和行业指引要求，把好
客户的准入关，加强事中事后监督，
通过分析对比研判，对可疑交易行为
进行甄别。另一方面，强化专项整治
与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的工作联动，加

大排查力度。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深
入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
治活动，根据互联网金融风险特征，
对涉及互联网融资运作模式的公司
进行全面排查。结合分行工作实际开
展案件风险专项整治，突出针对授信
业务、直投和理财对接类信贷业务、
基金保险代销业务开展非法集资风
险排查，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理财业
务进行全面检查，密切关注投资理
财、非融资性担保、股权众筹、网络借
贷、第三方支付企业等非法集资高发
领域风险。
同时，交行湖北省分行还将自主
研发和完善应用系统作为防范非法集
资风险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分行密
切关注各类金融风险新动向、新趋势，
强化科技防险工具的自主研发力度，
开发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授信风险监
测、公司客户资金监控、小微企业信贷
质量监测、客户交易分析、操作风险数
据分析等多个应用系统，升级完善了
审计监督、营运管理、风险操作、反欺
诈、反洗钱等系统工具。通过研发和
完善系统工具，提升了对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非法集资风险的监控和防范
能力。
（记者程思思 通讯员袁琼 张励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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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处非办 主办
武汉市金融工作局 长江日报社 承办

动一动拇指，手机上申办信用卡。长江日报与
兴业银行联合推出兴业银行信用卡二维码快速办
理通道，您只需用微信扫一扫或手机长按二维码，
即可自动进入申请办理页
面，实现 5分钟快速申办
信用卡（在校大学生不办
卡）。届时，您将享受兴业
银行吃喝玩乐各种优惠活
动，以及即将推出的长江
日报读者专享优惠活动。
[ 风险提示 ]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多款人民币高收益理财开启年
末新篇章：1、期限 84天，5万起，参考年化净
收益率 4.50%；2、期限 100天，5万起，参考年
化净收益率 4.50%；3、期限 386天，300万起，
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4.6%
（600万以上 4.8%）。
以上产品网银可购。更多产品信息请询
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华夏银行

“龙盈理财”系列理财产品岁末特供：即
日起至 12月 28日，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7%，5万起购，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购
买，期限 1月至 1年可选。
更多信息欢迎咨询各网点理财经理。

工商银行信用卡

优质二维码商户“消费满减”回馈活动。
1、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12月 31日。2、活动内
容：开通我行二维码支付功能的商户可参与
“爱购扫码、满 E支付”回馈活动，我行境内
借记卡和信用卡持卡人通过融 e联扫码支
付，可享受满 10元立减 5元，满 20元立减
10元优惠，最高 10元封顶，每个持卡人每个
活动日仅可享受一次优惠，商户优惠名额不
受限制，活动前两个月每日开展，此后每周六
开展，活动共持续半年。

农业银行信用卡

即日起至 12月 31日，持卡人通过“银联
钱包”APP，绑定农行通衢信用卡“1元洗车优
惠券”后，全省 205家指定洗车门店刷通衢信
用卡消费 1元，享受 1次洗车权益，每卡每月
限抢 3张优惠券，先抢先得，抢完即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

100元减 50元邮储悦享加油。活动时
间：9月 17日至 12月 31日。每周六，在中石
化武汉市内所有门店持邮储银行信用卡刷
卡，单笔消费满 100元及以上立减 50元。活
动地点：中石化武汉市内所有门店。注意事
项：1、单笔优惠金额 50元封顶。2、每个活动
限前 200名。3、每卡每周限参加活动一次。4、
普卡客户每月享受一次优惠活动。5、金卡客
户每月享受两次优惠活动。6、白金卡客户每
月享受四次优惠活动。

武汉农商行信用卡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

近年来，将老年人作为诈骗对象
是非法集资活动的主要特点之一。交
通银行湖北省分行人士提醒，老年人
面对高额回报的宣传时，特别需要提
高警惕、不要轻信，投资前要和子女或
朋友商议，并对公司经营情况深入调
查，提高判断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建议老年人将积蓄、闲余资金以
定期、活期存款形式存放，也可适当购
买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通过利息、
理财收益保值增值。
为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交通银
行湖北省分行成立了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风险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处
非工作的组织领导。将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工作纳入案件风险防控目标
责任书内容，分行坚持每年与各经营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经营管理目标
责任书》和《案件风险防控目标责任
书》，督促各经营单位与基层营业网
点负责人签订“两个目标责任书”，通
过持续强调各单位“一把手”处非工
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提升各单位负责
人对处非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自上而
下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
责任链条。
该行坚持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宣传
教育。结合当前全省非法集资活动呈
现的新特点，将典型案例作为 2016年
宣传教育重点内容，强化宣传“参与非
法集资，自担风险损失”，教育社会公
众正确衡量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参与
投资。
一方面，注重发挥基层营业网点

5分钟微信扫码办信用卡

2016年 4月 1日—12月 31日，活动期间
每逢周五、周六，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汉卡信用
卡客户可享受在格瓦拉线上购票 5元看大片
（含 2D、3D）优惠。抢票时间为每周五、周六（10：
00-24：0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浦发银行信用卡

快捷支付。2016年 8月 18日 -12月 31
日，客户首次使用浦发银行信用卡绑定快捷
支付，在单个自然月内完成快捷支付交易满
3笔，且每笔满 88元，即可获赠 500M流量，
每月限量 2万份，总计 10万份，每人限参加
一次，新绑定客户活动期间连续 3个自然月
且每月满足快捷支付交易满 3笔，每笔满 88
元，即可获赠 1G流量，总限量 2万份，每人
限参加一次。
第四季“合伙人”热力来袭！2016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新注册成为浦发“合伙
人”既得 1000积分奖励。“合伙人”每成功推
荐 1名新户办理浦发信用卡主卡，通过审核
即可获 20元刷卡金返还奖励，上不封顶！首
推成功还可额外获得 1张价值 200元小肥羊
现金抵扣券。本活动最高可获 10888元刷卡
金！详询官方微信“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

光大银行信用卡

今年，中行湖北荆门分行利用金融服务网格化全覆盖功能推
进金融精准扶贫。小额担保贷款中心到东宝区马河镇马咀村进行
金融网格化服务，得知五组村民王全美一家 6口人生活贫困，尚
未找到脱贫办法。该行根据山区自然环境适宜种香菇的特点，投入
10万元小额扶贫贷款，支持王全美搭建 12个大棚种香菇。近日，
该行客户经理到王全美家了解香菇种植销售情况时，王全美高兴
地说：
“第一批香菇卖了 1.6万元，第二批长出了新苗，终于找到了
脱贫的路子。”
文 / 图 通讯员钱文美

欢乐谷，活动时间：2016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每周六、周日。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至欢乐谷刷光大信
用卡购买门票可享 5折优惠（原价 200元 /
张），每活动日限前 50名，每活动日每客户限
享受一次优惠。
兑换窗口：欢乐谷 19号团体售票窗口
兑换时间：每周六、周日 9：00-16：00（具
体以公园当天售票时间为准，门票当天有效）
商户地址：洪山区欢乐大道 196号

泰康与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 签署保险业务战略合作协议

日前，泰康保险集团与北京居然
之家投资控股集团签署保险业务战略
合作协议。
泰康集团董事长陈东升表示，泰
康与居然之家的合作，开启了中国民
营企业强强合作的篇章。中国经济正
在步入转型整合、创新效率时代，最有
创新精神的企业才能在未来经济发展
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创新和效率靠团
队，靠人才，保险计划、员工福利计划、
退休金计划是一个企业竞争实力的核

心利器，是一个企业留住优秀人才的
核心企业文化和手段，也是泰康养老
多年来倡导和努力的方向，本次签约
将揭开泰康与国内优秀民企合作的序
幕。
泰康保险集团与北京居然之家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
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创造
了发展的奇迹，此次携手将掀开中国
民营企业向创新、效率时代迈进的崭
新篇章，也揭开了泰康与国内知名民

营企业合作的序幕。

（通讯员王薇）

保险专家

长 江 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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