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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嘉瑛） 近
年来，交通银行丹阳支行勇于探
索和实践江苏省分行县级支行转
型发展之路，从“网点、客户、
队伍、产品、方案、管理”六方
面做好做细、做深做透，打造具
有特色的“六精”支行。这是记
者从 16 日在丹召开的交行 2018
年第二期县域（异地）支行行长
交流会上获悉的。

1991年 2月，交通银行在丹
阳设立了办事处；1996 年 3 月，
办事处经批准更名为交行丹阳支
行，江苏省县域支行中首家一类
A等行；2013年底，丹阳交行存
款总规模突破 60 亿，是省分行
系统中排名第一的县域支行。

据丹阳交行行长戎娟介绍，
交行丹阳支行现内设 6个职能岗
位，下辖 5个营业网点；全行现
有党员 37 人，平均年龄 41 岁，
占比35.9％。该行党支部成立了
管理部门、业务拓展和基层网点
三个党小组，实行组长负责、支
委分组联系制度，实现了党员和
党小组活动全覆盖。通过党建，
丹阳交行明确了最新发展目标：
实现“大行”向“好行”的转
变，推动支行高质量发展；加强
内控管理，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积极探索实践江苏省分行县域支
行转型发展之路，勇当江苏省分

行县域支行转型发展的排头兵。
近年来，该行先后荣获了全国执
行政策“A”类银行业机构、江
苏省金融监管机构“工人先锋
号”、江苏省银行业金融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等荣誉称号。

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和基层
金融机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近
两年，丹阳交行结合丹阳经济金
融实际，着力于打造“六精”支
行，争取跻身全国县域金融机构
的前列。戎娟介绍说，“六精”
主要指精准客户、精厉产品、精
细管理、精蕴网点、精华队伍、
精益方案。通过准确定位、精准
分层，该行立足于营业网点，紧
抓客户金融服务需求，以形式多
样的服务活动，提升银行的服务
质量和口碑，获得市民的广泛认
可；为员工提供一对一辅导老
师、专属职业发展规划等施展才
华与抱负的广阔天空，动态管理
专业序列成员，竞争开放的管理
模式打造出各具特色的专业精华
队伍；做好常规产品推广服务的
同时，积极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
模式，并为有特殊需求的客户提
供一对一的定制服务，提供专业
化定制综合服务方案。总体来
看，目前，丹阳交行的“六精”
支行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今
后，该行还将继续深化“六精”
创建，体现在全行的精细化经营
管理环节，向管理要效益、向管
理要产能。

丹阳交行着力打造“六
精”县域金融机构

财富管理行业传统业务模式面临大考
这家行业龙头缘何在海外被持续做多？

日前，央行联合多部门
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下
文简称资管新规)。随着资管
新规实施，通道产品、复杂
结构性产品、资金池产品等
业内传统做法将难以为继，
刚性兑付的打破将有力搅动
财富管理行业现有格局。

不过此时，纽交所的诺
亚财富股价却将“牛”气演
绎得淋漓尽致。机构认为，
资管新规落地后，第三方财
富管理机构有望分享高净值
人群更大市场份额，像诺亚
一样资产管理能力突出的公
司将在更宽的赛道上领跑。

资管新规落地 机遇挑战
并存

就资管新规对财富管理
行业的中长期影响，中金公
司称，打破刚兑将降低银行
理财产品的竞争力，限制期
限错配可能使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下降。合规的第三方
机构产品此前不刚兑，且收
益率预计受影响较小，相对
竞争力将提升。高净值人群
原来放入银行理财产品的资
金将流出，第三方机构可能
分享更大份额。

将来资管新规正式执行
后，财富管理行业传统业务
模式也将面临大考。当前固
收产品占比较大的财富管理
机构明显感受到压力。诺亚

财富相关负责人在与投资人
交流时曾指出，诺亚在成立
之初就表明，不会采取刚性
兑付、资金池等不符合市场
运作规范的行为，所以在新
规出台前，诺亚处于一个不
公平的竞争环境；新规出台
后，投资人会更多关注风险
与收益的匹配问题，这也是
诺亚长期推行的投资理念。

诺亚财富股价屡创新高
背后

距离资管新规实施还有2
年多过渡期。各类资产管理
机构要实现新老模式更替，
一轮行业内部深刻变革在所
难免。中金公司指出，诺亚
作为行业龙头有望扩大领先
地位。

近来，海外市场颇不平
静，但诺亚财富最近却在纽
交所屡创历史新高，并首次
突破 60美元大关，这客观反
映了海外成熟市场对公司投
资价值的认可。从 2012 年 7
月股价见底到眼前，诺亚财
富股价累计上涨近15倍。

中金公司称，诺亚基本
符合资管新规要求。体现
为：经营上，诺亚经营稳
健、合规，坚决拒绝刚性兑
付、期限错配、资金池等问
题；牌照上，公司牌照齐全
（拥有基金管理人牌照和基金
代销牌照），基金管理和代销
资质要求；产品上，此前公

司产品已向净值化转型，短
期内收入和利润增长受产品
形态监管影响较小。

业内领先的PE/VC母基
金业务

诺亚多年秉持的严谨、
专业、勤勉投资风格，得到
不少合作伙伴认可，其中包
括相当数量的私募股权投资
机构。已转型从事私募股权
投资的明星投资人任泉谈及
和诺亚合作感受时，把诺亚
形容为一家“非常严谨、非
常缜密、非常专业”的财富
管理公司。

私募股权投资正是见证
诺亚专业、严谨投资风格的
领域。目前，诺亚财富发行
过行业 50多家国内头部私募
股权管理公司的精选产品，
其 中 包 括 红 杉 、 高 瓴 、
IDG、华兴、基石、君联、
中影等，被投公司累计 70余
家成功上市，其中有多只

“独角兽”。
诺亚旗下资产管理子公

司歌斐资产亦是中国 PE/VC
行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
和推动者，以其领先的 PE/
VC母基金主动管理能力著称
业内。截至 2017 年四季度，
歌斐资产的管理规模达 1483
亿人民币，成为中国市场化
运营、规模领先的母基金管
理公司。

（每日经济新闻）

在统一监管的趋势下，融
资租赁、保理、典当三大行业的
多头监管也迎来终结。按照商
务部的最新通知，三大行业将
统一归银保监会管理。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三
行业划归银保监会管理，最直
接的影响就是监管的升级。业
内人士表示，按照银保监会的
监管逻辑，未来对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和典当行业的监管会更
加严格。过去几大业务归商务
部管理，在监管上存在合规性
监管指标、风险管理等短板。

具体到监管层面，一方面
是合规性管理指标或加强。比
如，按照银保监会的规定，金融
机构不允许给一些不合规的公
司融资。这些公司可能会寻找
融资租赁公司合作，但现在统

一监管之下，这种“绕道”的做
法就行不通了。而比如银行找
融资租赁公司做通道的做法，
也将在之后难以再进行。另一
方面就是公司的合规内控加
强。比如或要求公司有一定的
合规负责人，内控层面投放要
有严密的审批制度。从风险管
理层面，对杠杆率的管理会更
加清晰明确。

银保监会收编融资租赁、保理、典当3大行业

信用卡免息期外须付罚息
持卡人享有合法知情权利

本报讯 （记者 嘉瑛 通讯
员 陆卫东） 在信用卡还款免息
期内，还款当然是没有利息的。
然而，如果超过免息期才还款，
则持卡人很可能被扣除不菲的罚
息。这一规定，可能对于很多市
民来说并不熟悉。日前，市民王
女士就因信用卡还款超过免息期
的问题，与我市某商业银行发生
了纠纷。

今年 1月，王女士在某商业
银行办理了一张金卡信用卡，后
通过该信用卡消费透支了一笔资
金。到1月31日该信用卡免息期

最后一天时，王女士因忙于工作
也忘记还款了，一直到2月28日
才将还款资金打进了信用卡账
户。今年3月5日，王女士再次到
该商业银行，准备注销其信用
卡，因为怕自己未按期还款而影
响信用记录。在办理销卡手续
时，银行系统提示，王女士须支
付90元的罚息。

对此，王女士十分不解，认
为当时办卡时间紧，自己没有仔
细阅读条款，而银行方面也没有
及时进行提示，导致自己完全不
了解还款后果，因此不愿意支付
这笔多出来的利息。而银行方面
则认为，根据计息规则，持卡人
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款项则

无须支付利息；否则，银行将对
全部透支交易从记账日起按照日
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直至该笔
款项得到清偿。而且，计息规则
在当时由王女士亲笔确认的
《XX 银行信用卡申领确认函》
中已清楚写明，是王女士自己没
有仔细阅读条款，因此责任应在
王女士自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
情况下，王女士投诉到了丹阳人
行。

据丹阳人行金融管理二部主
任陆卫东介绍，调查显示，该银
行工作人员曾了解到王女士之前
有一张信用卡并属于正常使用状
态，默认王女士知晓信用卡应按
时还款，而且王女士收到信用卡

新卡后，邮寄信封中有使用额
度、账单日期等重要信息。不
过，该银行经办人员在办理信用
卡的过程中，没有将信用卡逾期
未还时所产生的从记账日期至款
项清偿时间的日利率万分之五计
收利息这一规则重点提示给王女
士。虽然《确认函》中已清楚写
有该条款，但因为在办理过程中
很少提示办卡人关注相关收费条
款，导致了此纠纷的发生。

据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
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
二十八条规定“提供证券、保
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价款或者费用
费用等信息”。《商业银行信用卡
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信用卡营销行为应当“材料
真实准确，不得有虚假、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得有夸张或
片面的宣传。应当由持卡人承担
的费用必须公开透明……”为
此，本案中，银行方面应负主要
责任。

针对金融生活中愈加常见的
金融消费问题，陆卫东表示，今
后市人行将进一步加强监督管
理，通过强化培训、考核等手
段，督促银行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合法开展营销行为，保障
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案例金融金融

标杆标杆行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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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非法倾倒未经处理污泥 3000多
吨”“非法转移含铜废液约 1400
吨”“挖出化工废料和受污染土壤
近400吨”“约5000立方米生活垃
圾非法就地掩埋”……近期，生态
环境部连续通报多地非法转移、
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案
件，并对问题较为突出的广州等
7个市政府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
谈。

据悉，生态环境部从5月9日
启动“清废行动2018”，截至13日
已经对 80 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
牌督办。

一埋了之、以邻为壑、
非法贮存

据“新华视点”记者了解，企
业非法处置固废危废的“招数”主
要有三种：

——一埋了之。督察组在江
苏盐城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厂区两处区域现场组织挖掘，
一处掘深仅 1.5米即发现散发刺
激性气味的黑色污泥，经取样鉴
定属危险废物。掘深 3 米后，渗
出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黄色污水，
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浓度严重超
标。另一处掘深 3 米发现油泥，
经取样鉴定均属危险废物。为了
逃避监管，这家企业还在一些填
埋区域上面覆盖建筑垃圾，甚至
建生产车间。

此外，连云港、盐城等多家企
业也存在填埋化工废料等危险废
物违法行为。浙江温岭市则将
5000 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
掩埋，造成环境污染。

——以邻为壑。广东省这类
问题较为突出，生态环境部在约
谈中指出：广州南方碱业公司将
1700 多吨白泥非法运至广西贵
港市倾倒；广州市番禺区一首饰

厂将产生的危险废物违规交由私
人并非法转至广西贺州市处置。
东莞市 2016年 9月有 400吨生活
垃圾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法
倾倒，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导致水源水质超
标，不得不暂停供水。

——非法贮存。中央环保督
察组曾指出连云港灌云、灌南两
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多、
环境风险大的问题，江苏省督察
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在 2017 年年
底前减少危险废物库存。但督察
发现，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
存量不降反增，2017年贮存量是
2015年的2倍。

还有一些化工企业将危险废
物露天堆放，污染物直排环境。

企业为降低成本非法
处置，地方监管落实不到位

记者注意到，进行非法转移、
倾倒固废危废的，有些是如汽车
维修等小门店，但也有不少是规
模很大的企业，如辉丰公司是农
药行业的大型企业，也是一家上
市公司。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
物会严重污染环境，仍一意孤
行？为什么不论大小企业都能够
将大量的危险废物“成功”处理？

记者了解到，通过正规渠道
处理危险废物成本较高，非法处
理成本则要低得多，有些相差好
几倍，导致一些企业产生违法冲
动。广东省环保厅副厅长李晖表
示，现在有些危废处置企业的含
汞危险废物处置价格已提高到每
吨2万元，而非法处置要低很多。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
副司长周志强说，随着环境保护
税开征，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会想方设法非法处置固废危废。

此外，地方监管不到位是非

法处置固废危废多发的重要原
因。据了解，长期以来，各地对水
环境和大气环境很重视，但固废
监管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地方的
市一级都没有专门的固废管理机
构，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固废管
理涉及住建、卫生、工信等多个部
门，一些地方部门存在对法定职
责不明晰、不重视的问题。比如，
上级部门对某地一家污水处理厂
的污泥处置情况进行调研时，当
地住建部门本应参与调研，但经
过很大周折、长时间协调，住建部
门才最终同意参加。

同时，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
有落实。生态环境部介绍，东莞
市对群众多次举报的海滔环保公
司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重视不
够，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即
认定举报不实；群众对辉丰公司
的举报不断，还有群众通过律师
公开致函市委、市政府，但盐城市

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并多次
以举报不实了结案件。

调查还发现，非法倾倒固废
危废多发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危废
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如广东省
江门市每年约 1.5万吨危险废物
需焚烧或填埋，但目前全市尚无
焚烧、填埋设施。

成环境执法一大重点，
要疏堵结合找出路

固废监管正在进入环境执法
主战场。今年，生态环境部已经
启动了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
2018”。自 5 月 9 日开始至 6 月
底，从全国抽调执法骨干力量组
成 150个组，对长江经济带固废
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

截至 13 日，各督察组共摸
排核实 2097 个固废堆存点，发
现 1011 个堆存点存在问题。生

态环境部已对 80 多个突出问题
进行挂牌督办，并将问题清单全
面向社会公开，督促地方政府限
期整改，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
出路。”周志强说，一方面，各
地要对本地区进行科学评估，加
快固废危废处置能力建设；另一
方面，要充实地方监管力量，把
责任压实，形成监管合力。同
时，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将点多面
广的危废产生企业纳入监管，实
现危废出厂转移等信息联网，实
现来源可追溯，保障危废得到合
法处置。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
军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
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尤其
要对危险废物处置或转移进行登
记并向社会公开，使危险废物去
向明确，监管上形成闭环，遏制企
业随意倾倒、填埋危险废物等问
题。

触目惊心！多地频发非法转移、倾
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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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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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转让信息
●丹金路一浴室，非诚勿扰13236364108

出租信息
●天波城78号80号门面房招租，18913420963
●有 8000 平方标准厂房带行车
出租,联系人袁女士13806108869

出售信息
●出售陵口工业园厂房 7000 平，有
门面，地理位置极佳15189163126
●普善厂房5300m2，两层，证齐全18605252727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张桂福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联兴村北庄四组、丹房
权证丹麦字第 0114376号房产证
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5月14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方小老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杨庄 11组、丹房权证丹
延字第 101114号房产证遗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5月16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许建军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西苑公寓 3幢 2单元 201室、丹

房权证云阳字第01062934号房产
证、丹国用（2014）字第 9845号土
地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
产证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5月16日

遗失信息
●丹阳市云阳镇万豪花都娱乐会
所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008050062，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008050066，声明作
废。
●丹阳金清药业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253710000，声明作废。
●丹阳金清药业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595627821，声明作废。
●丹阳市金佳机械厂原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倪良遗失丹阳市金佳机械厂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512150107，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512150111，声
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新文梦广告工作
室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代码：
G7032118100325410Z，声 明 作
废。
●江苏朗菲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原
公章、合同章和财务章遗失，声明
作废。
● 贺 颖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32118119830710377264，声 明 作
废。
●孙炳良遗失丹阳市访仙镇清水
湾浴城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412080041，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412080051，声明作
废。
●丹阳市物资回收利用公司裕华
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
号：32118114241302X，声明作废。
●朱向云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2014002454，声明作废。
●李安琴遗失保险展业证，证号：
020000321181180002009003993，

声明作废。
●张仙花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镇81317254，声明作废。
●江苏朗菲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原
发票章遗失，声明作废。
●李腊平遗失丹阳豪泰铭通光学
眼镜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607040010，声
明作废。
●丹阳豪泰铭通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贡丽君遗失丹阳恒大置业有限
公司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号
码：07523289，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小姿女人服饰店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19730317318901，声 明 作
废。
●江苏未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4795301，声明作废。
●言丽莉遗失京口区丽莉餐厅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编 号 ：
321102000201506190008，声明作
废。

记者 萧也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