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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成立湖北离岸金融业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程思思 通讯员袁琼）日前，交
通银行在汉成立离岸金融业务中心（湖北），据
悉该中心也是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成立的首家
离岸金融业务机构。同期，交行还联合湖北自贸
区武汉片区管委会举办了中国（湖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武汉片区金融政策与业务交流会。
交通银行离岸金融业务中心（湖北）的成
立，将令该行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利用自身全牌

香港出租车
开通受理银联卡

本报讯（记者 程 思 思 通讯员 易 凌）银联国
际昨日宣布，香港出租车开通受理境内外发行
的银联卡。持卡人只要坐上车身有“银联”标识
的出租车，就可用刷卡、“挥”卡、银联手机闪付
等多种方式灵活支付车费。预计到今年底，此批
香港出租车还将支持银联二维码支付。此前，中
国台湾、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地出租车已
可使用银联卡。
目前，香港共有约 1.8万辆出租车，长期以
来只接受现金支付。昨日起，首批香港出租车
开始受理银联卡与银联手机闪付，为到访游客
及本地乘客带来更加便利的支付服务。未来，
银联国际还将逐步推动香港所有出租车支持
银联卡。
香港几乎所有 ATM和 POS终端可以受
理银联卡，包括多条隧道及大量停车场收费终
端。银联手机闪付在当地的应用也日益广泛，
已有近 2万台 POS终端开通受理。此外，香港
还累计发行超过 1600万张银联卡，越来越多
香港本地居民在日常消费以及出行中使用银
联卡支付。

阳光保险
为武汉女子半程马拉松护航
本报讯（记者胡楠 通讯员周楚莉）11月 12
日，2017武汉女子半程马拉松瑰丽开跑。作为
该活动官方唯一保险供应商，阳光保险全方位
护航赛事，为近 6000名赛事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提供保险保障和志愿服务。
活动当天，阳光保险不仅为近 6000名参
赛选手和工作人员提供意外伤害险等保障，并
实施现场直赔、意外医疗零免赔 100%赔付等
理赔举措，安排专业理赔服务人员入驻定点医
院协助现场救护、处理理赔事宜。赛事期间少
数出现身体不适的运动员都在阳光理赔专员
的陪护下第一时间完成现场医疗直赔服务。阳
光保险还特别组织了阳光啦啦队，在赛道沿线
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并提供暖心周到的后援
支持服务。
2014年以来，为践行“健康阳光”战略，阳
光保险持续开展“阳光下奔跑”系列活动，先后
为北京马拉松、扬州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无锡
马拉松、南京马拉松、郑开马拉松、TheColor
Run彩色跑、深圳荧光跑等 90余场比赛的近
120万名跑步爱好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险保障
和现场志愿服务，并开通“直赔”服务，为参赛选
手提供现场理赔服务，深受赛事组委会、广大跑
友及媒体好评。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向扶贫项目捐赠百万元
本报讯（记者胡楠 通讯员吴欣）近日，新华
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向陕西佳县红枣羊产业扶
贫示范项目捐赠 100万元。
该笔扶贫善款将全部用于陕西榆林佳县红
枣羊产业扶贫示范项目中红枣羊扶贫产业的溯
源体系建设，通过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帮助该
地区实现产业扶贫、科技扶贫、人民脱贫。以此
表达对革命老区的关心与帮助，助力佳县通过
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实现脱贫。另外，此前新华保
险陕西分公司由其员工募捐的 30万元款项也
将用于该项目的实施。

照银行的业内优势及总行专项政策，大力推动
自贸区进展，加大加快对企业扶持力度，紧密
围绕自贸区客户在贸易金融、科技金融、跨境
投融资、大宗商品融资、全球供应链金融等方
面的需求，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全球一体化
综合金融服务，为探索金融开放、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全方位支
持，有效促进自贸区建设及金融改革。

目前，该中心可为企业提供开户和与离岸
业务相关的各类咨询；可直接办理汇存贷款、
各类国际结算业务、外汇买卖、各类外汇贸易
融资等。
交行湖北省分行人士介绍，目前该行已为
自贸区内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的授信额度，与多
家区内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境内贷款、
全口径跨境融资、融资性保函、联动贸易融资

中行推出旅游保证金圈存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凌 志 焜 董 红 婷 记者
）近日，武汉某旅行社一名赴澳大利
亚旅游的客户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完
成了 10万元旅游保证金的缴纳，顺利通
过境外游必备验证条件。该保证金产品是
中国银行汉阳支行在旅游场景运用方面
新的突破。
按照相关要求，部分出国旅游的市民，
除了要准备护照签证，办理一系列相关手续
胡楠

外，还要向旅行社缴纳一笔旅游保证金。高
额的保证金会让游客产生众多的疑问，如
“保证金放在哪里保管了，是否安全?”
“保证
金是否有利息?”等。
中国银行推出的旅游保证金服务，能
够有效解决上述难题。客户只需具备中行
账户，就能办理。参团游客在参加旅行团
时，到中行汉阳支行指定网点签订相关协
议，该行在参团者的个人账户中冻结协议

我们只推荐优质的理财平台

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服务。
同时，该行特地拨出专项费用用于开发跨
境电商银行平台与海关支付接口项目。通过本
次与该平台合作联合向海关总署申报“跨境电
商支付电子证书”，湖北交行成为交行系统内
第一家获得该资质的银行，除为东湖自贸区跨
境电商服务外，亦可拓展为全国跨境支付业务
服务。

约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资金仍在账户
上，按原存款种类享受相应的利息，待游客
回国后，冻结存款解冻后，即可恢复正常使
用。
中行对保证金实施保管监管的方式，可
以最有效地保证游客资金安全，同时使客户
享受相应的利息；也为旅行社减负，减少经
济利益纠纷，让其更专注地为游客提供更优
质的旅游服务。

建行未来 5年为长江新城提供 2000亿融资支持

本报讯（记者 程 思 思 通讯员 建 轩）日
前，建行在汉举办中国建设银行及十大子公
司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新城
重点项目对接暨揭牌签约活动，并对外宣布
未来 5年，将为长江新城提供 2000亿融资
支持。
活动现场，建行湖北省分行与武汉长江
新城管委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

内，将向长江新城内国资背景公司、行业龙
头企业、中小企业等提供 2000亿元人民币
的综合融资等支持。
建信租赁、建信信托、建信期货、建信养
老金、建银咨询分别与东风电动车辆、中铁
磁浮、大冶有色、华生房地产、中电光谷分别
签署合作协议，支持企业转型创新、做大做
强。活动现场还为建信基金、建信养老金、建

务，支持国药集团成为“质地优良、品牌出
色、百姓欢迎、国际领先”的医药大健康企
业。
早在 2000年兴业银行即与国药集团开
启合作，目前该行与国药集团 150多家下属
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提供包括贷款融资、
投资银行、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结售汇等
综合化金融服务，助力国药集团打造集研
发、制造、物流分销、零售连锁、医疗健康、工

程技术服务、专业会展为一体的大健康全产
业链。
双方将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为
新起点，在医药分销、药品制造与研发、血液
制品与生物制药及医药产业投资等领域深
化合作，推动我国医药健康产业更好更快发
展，为人民群众更加优质高效的医药健康服
务。当日，兴业银行还与国药集团下属五家
企业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武汉外资银行数达 10家

富邦华一银行武汉分行昨开业

本报讯（记者 程 思 思 通讯员 蒋 薇）昨
日，富邦华一银行武汉分行正式开业，这是
其首次进军中部市场，至此富邦华一银行的
营业据点已达 24家，该银行也是大陆唯一
全牌照经营的台资银行。
据悉，富邦华一银行，2016年 10月成为
富邦金控旗下 100%全资子公司，作为富邦

金控的重要金融服务平台，本次武汉分行开
业将有助于富邦金控开拓中西部市场。未来
武汉分行将成为富邦华一银行连接沿海发
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重要枢纽，富邦华一将
持续跟随台商脚步，拓展中西部据点。富邦
华一银行将充分发挥跨境业务领先优势，为
深化金融合作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各行业的龙头，这种企业有能力有实力靠
自身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带来盈利能力
的持续改善。
张忆东指出，投资再看行业，行业里面
有消费能力的，有消费升级的方向，以及科
技进步的方向，科技升级里面才可能有新的
公司脱颖而出。特别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们参考国
际市场上各国转型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轨

武汉便民政务信息发布平台
声明 胡德明购买同安家园三期小区 50栋 15层
注 销
1-15-4号房的购房发票，发票编号 00675777，金额 671129
武汉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代码为 1242010066346923X6，拟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
声明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顺旺机电修理店遗失税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登记证正本，号 42012319830428452X，特此声明。
特此公告。
声明 武汉市富利时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武汉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2017年 11月 14日
声明 彭芳遗失：楚宝片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
注 销
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序号：HZ-861，地址：楚宝后街 21-33号
“武汉·中国光谷”知识产权信息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7/9，面积 42.73，特此声明。
码为 12420100733587929P，拟向武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声明 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遗失“湖北 关申请注销登记。
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张，票据号码（2016）
特此公告。
N0020540371，声明作废。
“武汉·中国光谷”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声明 汤敏购买沿海赛洛城七期沿海国际中心 2栋 1
2017年 11月 14日
单 元 1603房 的 购 房 首 付 金 额 ：197188元 ， 发 票 代 码 ： 遗失声明 周银春、王刚遗失坐落：江汉区常利里 673号
（原复兴村 81号）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证号：江 200203571
242011590220，发票号码：90453104，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遗失社会团体法 号，权证编号：江 00652340号，共有证号：江 200200200号、共
有权证编号：江 00009954号，特此声明作废。
人登记证书正本，代码号：50358307-6，声明作废。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11月 10日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汉银财
富·恒盈系列”第520期理财产品持续热销中，个
人客户5万元起售，公司客户50万元起售。
募集期：2017年 11月 10日 -2017年 11
月 16日
起息日：2017年 11月 17日
到期日：2018年 1月 4日
计息天数：48天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4.70%
风险等级：中低风险
发行机构：我行自营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龙盈理财”系列理财产品特
供：即日起至 11月 16日，预期最高年化收益
率 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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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发银行

短期理财来浦发，1天超短期理财预期
年化收益率 3.85%。持有时间越长收益越高，
详询各网点理财经理。
浦发银行新客专属理财，91天 -188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5.15%，123天 -389天理财
预期年化收益率 4.88%-5.10%，不要错过哦！
高净值贵宾客户专属理财，1天 -12个
月预期年化收益率 3.85%-4.90%。
还在存定期吗?浦发银行发行“保证收益
型”汇理财计划，35天 -365天，预期年化收
益率 3.80%-4.45%，要用钱还可以最高质押
90%，心动不如行动！！！

工商银行信用卡

资料显示，3月 27日，湖北银监局正
式批准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筹建武汉分
行，这是落户武汉的第 10家外资银行。截
至目前，包括汇丰银行、法兴银行、东亚银
行、渣打银行、瑞穗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
行、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台湾土地银行、台湾
中小企业银行均在汉设立分支机构。

助力中国经济新发展“SAIF金融论坛”走进武汉

本报讯（记者王大千）“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近日，由武汉市金融工作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高金
/ SAIF）联办的“SAIF金融论坛”在汉举行，
兴业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表
示，整个中国的宏观性在提升，而竞争格局
的优化才是重点，所以做投资，首先要考虑

[ 风险提示 ]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银咨询湖北分公司举行了揭牌仪式。
据悉，2015年 10月，建行与省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三年内累计提供新增加融资
不少于 2500亿元，该协议目标已于今年 3
月提前实现。今年 6月 1日，建行与省政府
签订了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将从 2017年
起，三年累计为湖北省经济发展提供新增加
融资不少于 4000亿元。

兴业银行与国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胡 楠 通讯员 陈 迪 喜）近
日，兴业银行与中国医药集团（以下简称“国
药集团”）在北京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拟
向国药集团提供 500亿元整体授信，支持国
药集团做大做强。
根据协议，兴业银行将围绕国药集团中
长期发展战略，整合集团资源，为国药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传统融资、投资银行、现
金管理、供应链金融、FICC等一揽子金融服

长江投资俱乐部是长江日报传媒集团重
点打造的理财俱乐部，旨在为广大市民提供
优质的理财资讯服务，扫码关注微信。
QQ群：478469111
联系电话：027-85768566

迹，不难发现，优秀公司的核心资产迎来牛
市。”
据了解，“SAIF金融论坛”系列活动是
高金于 2016年起通过整合资源倾力打造的
一个专注于国内外金融行业发展和市场前
沿趋势的高端论坛，致力于为政界、学界、业
界精英分享前沿理论、前瞻思维和实践经验
提供一个高端交流互动平台。

加油星期一 2017年 5月 1日至 12月
31日，每周一持工银公务卡、白金卡、大武汉
OK卡在中石油指定加油站，刷卡为本人 IC
卡充值，即享 6.5%折扣优惠。
十元看大片 2017年 5月 5日至 12月
31日，每周五、周六，使用工银白金卡、金卡
登陆“格瓦拉生活网”或“格瓦拉 ＠电影”手
机客户端，通过银联在线支付，即享 10元观
影优惠。

浦发银行信用卡

1-5折玩转商圈活动
活动时间：2017年 10月 7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每逢周六、周日早上 11：00起，
在武广商圈、金银潭永旺、today指定门店刷
浦发银行银联信用卡享 1-5折随机折扣优
惠。（applepay和云闪付除外）
活动内容：餐饮类商户优惠上限 100元，
today优惠上限 50元。
每客户每活动月限参与一次；
指定活动餐厅及活动详情请关注“浦发银
行信用卡武汉”-“活动商户”-“玩转商圈”，
today指定活动门店请输入“today”查询详情。

电话：85257938 85493613
光谷和昌城住宅项目 C地块项目（建筑）方案批前公示

武汉顺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的光谷和昌城项目
C地块项目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以南、教育西路以西。该
项目于 2017年 8月 2日通过方案预审， 现申报方案审核。该项目规
划用地面积 60841.78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357771.39平方米，容
积率 4.32，计容建筑面积 262960.25平方米，拟建设高层住宅 10栋，层
数为 32-47层，其中三栋含有 2~5层底商；1栋 3层幼儿园、1栋 2层
商业。我局拟审批其规划方案，公示内容如下：
一、公示时间：2017年 11月 14日—2017年 11月 23日
二、网上公示：http：// dhkfq.wpl.gov.cn/（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
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http：// wehdz.gov.cn/（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意见或异议，可
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反映
联系电话：027—67880300 联系人：王工
信件寄至：武汉市高新大道 777号（高新大道与光谷四路交叉处）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收（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
430075）。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
2017年 11月 14日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定于 2017年 11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3：00在武汉市汉口
火车站广场东路武汉建工大楼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楼会议
室召开 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主要审议《公司员工持
股方案》、《公司增资扩股和修改章程的议案》等。凡在 2017年 11月
15日下午 3：00后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在册的本公司个人股股
东和法人股股东于 2017年 11月 21日至 22日两天（上午 9：00—11：
00，下午 2：00—4：00）来公司企业发展部（905室）登记。联系电话、联
系人：027—85878866转 9054万清清 传真：027-85875367。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4日

停水通知

因配合地铁 5号线施工，我公司将对和平大道和平公园段供水
干管进行迁改，将导致部分地区停水或降压供水。
停水时间：2017年 11月 15日 9：00点至 21：00点，共计 12小时。
停水范围：大洲商城、大洲酒店、38街坊。
降压供水范围：二环线以东、和平大道以南、工业四路及仁和路
以西区域。
请上述区域用户做好储水备用工作。如工程提前完工，将及时恢
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如遇特殊情况延迟供水，请咨询客服热线
86805583。停水期间，用户应关注自己阀门的启闭情况，在无人监控的
情况下，请不要将阀门打开，避免提前恢复供水时造成损失。
武汉长江现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