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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6日，兴业银行南通
分行迎来十周年庆。记者获悉，该
行经过十年辛勤耕耘，各项主要经
营指标稳居南通同类型股份制商业
银行前列。截至2019年末，全辖本
外币总资产367亿元；各项存款余
额302亿元，年均增长25.8%；各项
贷款余额 319 亿元，年均增长
28.7%，累计纳税额逾6亿元。

十年来，兴业银行南通分行始
终坚守“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为经
济建设多作贡献”的初心和使命，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立足服务实体、普
惠金融发展“主航道”，与区域经济

发展同频共振。该行找准定位、下
沉重心，积极扶持区域内中小企业、
民营经济发展，落实资源配置倾斜
政策，开辟绿色通道，努力破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目
前，全辖小微贷款客户达250多户、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10亿元，小微
申贷获得率达97%以上。

在抓好主流业务的同时，该行
还根据市场形势变化，推行差异化
经营策略，努力发展轻资本、轻资产
业务，在同业竞争中打造“兴业特
色”。该行坚持主动求新、求变，为
广大客户量身定制合适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方案，提供全方位、高品质服
务，十年里，南通首单超短融、首单
中期票据、首单私人银行家族信托
业务、首单绿色私募债业务等创新
业务陆续落地，实现与客户共赢。

该行还重点关注能效融资、节能
减排贷款、排污权金融、绿债发行，深
耕绿色金融市场。去年6月，该行在
区域内率先落地首单绿色环保企业4
亿元直接股权投资业务，为绿色企业
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截至2019年
末，该行绿色金融融资余额已突破
120亿元，为南通经济、社会、环境事
业协调发展作出了贡献。 丹妮

晚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渤海
银行南通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人民
银行关于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
的工作要求，积极开展“云闪付”
宣传推广活动，全面提升移动支
付的便民服务水平。

据介绍，该行通过网点LED
电子屏、液晶电视、“渤海银行南通
分行微信公众号”等各类渠道，大
力宣传和普及移动支付的安全、快
捷和便利，以及“一分钱坐公交”等
各行各业推出的优惠活动。

在该行营业网点，设立了“移

动支付体验区”，工作人员主动向
客户进行一对一营销，指导客户下
载“云闪付APP”；在食堂还开展
场景建设，设置云闪付支付码，通
过员工自身每天实践，增强移动支
付体验度。

同时，该行还组织工作人员深
入附近社区、菜场、企业等地，在现
场设置“云闪付一分购”宣传台，向
周边人群宣传普及“云闪付”功能和
各种优惠活动，当场指导下载“云闪
付”APP，通过扫描二维码支付一分
钱换购超值活动商品。 渤宣

晚报讯 11日，2020“民生银行
杯”支云贺岁足球邀请赛在南通支
云足球公园拉开帷幕，8支球队通过
2个比赛日，追逐一个冠军名额。

该邀请赛由南通支云足球俱乐
部主办，民生银行南通分行冠名，旨
在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提
高通城市民对足球的热情和运动水
平，促进足球爱好者间的交流，营造
良好的足球氛围。

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成立，
是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
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成
立20多年来，民生银行秉持“为民

而生、与民共生”的使命，充分发挥
“新银行、新体制”的优势，努力打造
“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
行、综合服务的银行”，持续提升品
牌价值。今年是民生银行进驻南通
市场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19年
末，南通分行各项存款余额330多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50多亿元，位
居南通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前列。

南通支云足球俱乐部作为南通
唯一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始终秉
承“一个城市，一支球队，一座丰碑，
一生信仰”的宗旨，积极培育稳定的
球迷群体和城市足球文化。民生银

行南通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体育之乡最靓丽的足球名片，南通
支云服务大众的足球理念、拼搏进
取的团队精神和每球必争的竞技精
神与民生银行的品牌内涵相契合。

“本次冠名贺岁杯邀请赛，也秉
承着支持家乡足球事业，深化合作
的初心，让更多家乡人认识足球，参
与足球运动，共同打造南通特色的
足球文化。”民生银行南通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也希望双方能充分发
掘和利用在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
进一步拓展业务合作领域，丰富合
作内容，实现合作共赢。 钱经

晚报讯 讲好青春故事，分享
青春感悟。近日，中信银行南通
分行举办“激扬青春 奋发有为”
2020年青年员工演讲赛暨首期
后备人才结业仪式，深入推进三
型组织建设，提升员工综合能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在南
通落地转化的关键之年，也是中
信银行三年发展规划的收官之
年。该行行长杨勇在致辞中表
示，青年是最具活力、最具思想、
最具动能的群体，面对新时代，要
以实际行动回答南通中信加速发
展之问。

活动现场，21位从首期后备
人才培养计划和前期演讲比赛预
选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通过现
场演讲的方式，讲述了中信人、中

信梦、中信故事，分享了奋斗在该
行各个条线一个个爱岗敬业、乐于
奉献、积极向上的鲜活典型。南通
市朗诵学会副秘书长程锃逐个对
选手的表现进行点评指导，根据实
际的演讲表现，评委们公平、公正
地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及潜力
奖，并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

本次活动展现该行青年爱岗
敬业、拼搏向上的青春风采，传递
出青年讲情怀、肯奉献、懂感恩的
正能量，不仅增强了青年对于银行
企业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了青年队
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将推动该
行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
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自己的
青春与国家、民族的进步同频共
振，为把中信银行的这块金字招牌
擦得更亮贡献青春力量。

记者 张水兰 通讯员 朱秀琳

海安在全省率先全面启动电子社保卡应用，全市近300家医保定点
药店陆续更换匹配的扫码读卡器。建行用户登录APP后进行“电子社保
卡签发”，便可直接“刷卡买药”。据了解，建行海安支行已发放实体社保
卡89万张，目前，完成新开电子社保卡5万余张。 ·徐劲柏 左友忠·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开业十周年

存贷款余额年均增长近三成

民生银行杯支云贺岁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

渤海银行南通分行宣传推广“云闪付”提升
移动支付便民服务水平

中信银行南通分行举办青年员工演讲活动
以实际行动贡献青春力量

〉防范非法集资典型案例专栏

2014年某日，投资人黎某接
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是国内某知
名贵金属交易所会员，开展白银等
贵金属现货交易，交易方式灵活，
交易时间长，可以T+0，即买即卖，
不限交易次数，做多做空都可以赚
大钱，不懂投资也没关系，公司会有
专家进行指导，还可以代投资者进
行操作，盈利全归投资者，公司只收
取一定的手续费。黎某半信半疑，
为稳妥起见，黎某决定去该公司办
公现场“考察”一下。

按照业务员提供的地址，黎某来
到某高档写字楼内，看到办公场所装
饰豪华，现场还有不少投资者在办理
业务。公司业务员热情地接待了他，
并向他推荐了公司的投资业务。黎
某听后觉得这家公司“挺正规”，当即
办理了开户，投入资金7万元。然
而，在所谓“专家”“老师”的“一对一
喊单”指导下，没过几天，因为做反行
情以及支付高额的手续费，黎某投入
的资金已亏损大半，他随即报案。经
查，该公司组织的交易行为具备期货
交易特征，因涉嫌“非法组织期货交
易活动”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案例警示

一些地方交易场所的会员、代
理商等，打着原油、黄金、白银等现
货交易的旗号，以承诺高额回报等
方式劝诱客户以类期货交易方式

进行交易。有的大宗商品现货电子
交易场所通过授权服务机构及网络
平台，将某些业务包装成理财产品向
社会公众出售，承诺较高的年化收益
率，涉嫌非法集资。有的诱骗投资者
频繁买卖交易，从中赚取巨额手续
费；有的甚至与投资者进行对赌交
易，造成投资者损失。中国证券会
《关于地方交易场所涉嫌非法证券期
货活动风险提示的函》指出，交易场
所以白银、原油等大宗商品为交易标
的，采用期货模式进行现货交易的，
涉嫌违规组织开展非法期货活动。

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不
要盲目从众、轻信冲动，提高自身风险
防范意识。一旦发现涉嫌非法集资、
非法期货交易等犯罪线索，应保存证
据并第一时间到所在地公安机关报
案，或者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

近年来，市处非办在本报刊登多起非法集资典型案例，提示非法集资风
险，社会反响热烈。近期，市处非办将再刊登一批非法集资典型案例，帮助广
大市民朋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认清非法集资本质，守住钱袋子。

交易场所要明辨 非法期货须防范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南通人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

外地工作的大型老牌婚恋机构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13个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专业红娘服务团队

特特
点点

★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牵
爱

《《江海晚报江海晚报》》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诚 信

婚 介

推 荐 榜

最新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道恩·强森主演 《为家而战》
索菲·奈利斯主演 《鲨海逃生》
吴磊、张子枫主演 《宠爱》
甄子丹、吴樾主演《叶问4：完结篇》
肖央、谭卓主演 《误杀》3月4日19:30

柴可夫斯基三大芭蕾舞专场音乐会
3月21日19:30

明星版相声《一壶二郭头》

友情提醒：有意在本栏目投放

分类广告的客户，可至南通报业传

媒大厦或政务中心1楼98号窗口

办理相关手续。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47877 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女 31岁 1.61 未 大专 上市公司办公室 有车房 肤白漂亮
女 38岁 1.65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显年轻
女 49岁 1.61 离独 公务员副处 有车房 素质高
男 30岁 1.79 本科 私营公司 有婚房 车 帅气 修养
男 36岁 1.76 短婚 本科 企业副总 有婚房 车 随和
男 51岁 1.75 离独 公务员 孩孑在国外 有车房 儒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