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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贴士·

6月20日晚，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和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联合举办“诵
红色经典咏时代赞歌”2019启东金融人
红色经典诵读大赛决赛。旨在深入学习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聚全市金融红色力量，激励全市金融系
统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建党98周年、建国70周年献礼。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行长陆宇红代
表承办方致欢迎辞，并预祝本次大赛取
得圆满成功。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笑慰在赛前致辞，他指出，举办红色
经典诵读大赛目的在于缅怀红色峥嵘
岁月，接受红色革命洗礼，提升全市金
融系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立足岗位，
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经过前期的选拔推荐和预选比赛，
12支队伍进入决赛。集体诵读《青春中
国》等诉说着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崛起的
奋斗历史；个人诵读《我用残损的手掌》等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坚定的精神追
求……舞台上饱含深情的朗诵带领观众
穿越深邃的时空，用一把红色诵读的“钥
匙”打开精神宝库，用信仰的光芒激发初
心的力量，用激情的流淌触及思想的灵
魂。精彩而紧张的角逐后，启东农商银行
获得一等奖，中国银行启东支行、浦发银
行启东支行、工商银行启东支行获得二
等奖，其余参赛队伍获得三等奖。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陆红琴表示，此
次金融人红色经典诵读大赛氛围浓烈、
主题突出，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得
淋漓尽致，彰显了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投身发展、忠诚担当、奋斗自强的良好
形象，起到了吸引人、教育人、感染人的
作用。她强调，金融系统要按照《关于隆
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
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继续发挥组
织功能，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体现金融特色的

活动，将金融人的红色力量凝聚到推动
全市经济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启东

的实践中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
本职岗位作贡献，真正把爱国主义情怀

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朱怡蓉）

诵红色经典 咏时代赞歌
启东市金融服务党建联盟成功举办金融人红色经典诵读大赛

中信银行发布《2019出国留学蓝皮书》

提供一站式出国金融服务
6月16日上午，一辆满载家长与学

生的大巴车从我市驶出，目的地中信银
行《2019出国留学蓝皮书》南通地区发
布会现场。中信银行负责人为嘉宾及留
学生家庭详细介绍了该行出国金融业务
特色产品和“线上+线下”、“金融+非金
融”的留学客群服务生态圈。特邀专家对
出国决策、留学申请、留学后规划分享了
他们独到见解和观点，赢得了在场听众
一致好评。

中信银行作为国内最早开办出国经
融业务、拥有20多年出国金融业务服务
经验的商业银行，始终以“为出国客户提
供贴心、全面、便利的服务”为己任。该行
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境内唯一授权
签证办理代交费、代传递和护照返还的

机构；是业内率先推出“全球签”一站式
签证办理服务的银行；是新西兰移民局
唯一授权办理代开新西兰留学汇款专用
账户的中资银行……截至目前，该行的
合作使馆达9家，覆盖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等留学主流国家。

此次发布的《2019 出国留学蓝皮
书》通过对5000余个国内外样本的调研
分析，数十位留学行业专家的深度访谈，
进一步把握留学变化，解读留学新趋势。
该书首次引入117位职业经理人的深度
访谈，从用人单位的视角，评估留学归来
人群在职业发展中的优劣势，并帮助留
学家庭理性评估留学价值。“发布会结束
后，许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现场咨询，可见
他们是真心需要我们提供这种机会的。”

中信银行启东支行出国金融专员龚小燕
说。

中信银行出国金融业务已经不局限
于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更是以暖心周
到的多元化一站式服务，让客户在出国
前、中、后真正体会到全程无忧，打造“有
温度”的银行。如在签证材料准备过程
中，为留学家庭在签证技巧、资信证明等
方面提供专业建议。“全球签”通过与服
务机构的合作，将为客户办理签证业务
的范围扩大到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与英国使领馆合作推广“如意签”，为中
信银行贵宾客户提供上门采集指纹和接
受申请材料的移动签证服务。当留学生
走出国门，产生学费和生活费汇出、信用
卡服务、理财等金融产品需求，留学后资

金规划等，中信银行同样提供了个性化
的便捷服务。此外，中信银行为留学生提
供实习机会，帮助他们规划职业生涯，为
留学生成功就业提供支持。

中信银行启东支行以“客户需求”为
导向，注重对出国金融团队的业务水平
提升，打造了一支全能型服务团队。团队
成员利用周末、节假日等，联合知名留学
服务机构，为想要出国的学生家庭提供
与国外高校申请规划相关的专题说明和
专家指导会，并与我市多家中学达成了
长期合作关系。目前，中信银行在进一步
完善服务体系，创新产品，优化流程，不
断深化“要出国，找中信”的品牌建设，努
力为我市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黄佳惠 闾振）

金融连心桥

6月18日，江苏省检察院发布
消息称，为加强全省民间借贷案件
的审查甄别，依法惩处“套路贷”违
法犯罪，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深入开展，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
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省公安厅共同制定了《关于建立
健全严厉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沟
通协调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民间借贷与“高利贷”怎么区分
《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出借

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诱使或
迫使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借贷”协
议、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
肆意认定违约、隐匿还款证据等方
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
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
其他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违法
犯罪活动。

民间借贷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
之间基于真实意愿的直接资金融通
行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的目的是为了
到期按照协议约定收回本金并获取
利息收益。“

民间借贷、“高利贷”与“套路
贷”有着本质区别。民间借贷、“高利
贷”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当事人
意思自治而形成，借款人在签订借
贷合同时对借款本金之外的利息部
分金额是明知的。

常见五种“套路”，你知道吗
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

常见操作是：放贷人以“小额贷款公
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担保公
司”“网络借贷平台”等名义对外宣
传，以低息、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
款为诱饵，继而以“保证金”“行规”
等虚假理由诱使借款人基于错误认
识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

制造资金虚假给付事实的手法
包括，放贷人制造已将全部借款交
付借款人的银行流水痕迹，随后采
取各种方式将全部或部分资金收
回; 放贷人出借款项未实际交付，
但通过迫使借款人出具收条、让借
款人捧着现金拍照等方式制造款项
以现金交付的假象;

恶意垒高“债务”数额的常见手
法有，放贷人在借款人还款后不出
具凭证、不归还借据，并以借据再次
主张“权利”; 放贷人故意设置违约
陷阱、制造还款障碍，恶意制造借款人违约，或者通过肆
意认定违约，收取高额违约金。

“套路”第三人承担“还款”责任手法有，放贷人在借
款人无力偿还“借款”时，安排关联关系人提供“过桥资
金”为借款人“偿还借款”，并诱使或迫使借款人让他人为

“过桥资金”提供担保，将“债务”恶意转嫁给担保人。
通过各种方式非法讨债包括，放贷人以暴力或者

“软暴力”方式向借款人或者借款人的特定关系人讨债。
《意见》还指出，各基层法院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

录制度，实现信息共享，实行动态管理，每年更新一次。
确定放贷人名录后，经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至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抄送当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和金融监管部门。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中有公职人员
的，应当抄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和当事人所在单位,疑
似名录仅供相关单位内部掌握，不对外公示。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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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标尺 扛责任 树形象
启东农商银行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常熟农商银行启东支行

举办包粽子活动普及金融知识
6月5日，常熟农商银行启东支行邀请部分忠实客

户代表来行欢度端午佳节。
活动现场，支行早早地准备好糯米、粽叶、蜜枣等材

料，客户热情地投入到包粽子中。启东支行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为在场客户作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提醒客户不听、不信、不
转账，守住钱袋子，珍惜血汗钱。

据了解，常熟农商银行启东支行成立以来，始终坚
持以打造一流的区域性现代化精品银行为目标，秉承普
惠金融理念，服务客户、关注员工、奉献社会，在创新发
展自身业务的同时，不忘回报社，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
万户，也因此在周边百姓中获得了好口碑。

（黄佳惠 沈菊梅）

6月19日，江苏银行启东汇龙支行开展不宜流通人
民币硬币宣传活动。

该行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周边商户反应经常收到有
污渍、磨损、变色、变形、孔洞、裂痕的硬币，不知如何处
理。网点安排宣传小组在各大商场及附近超市进行宣传，
呼吁社会公众爱护人民币。若手中持有或收到不宜流通
人民币，可至江苏银行银行任一网点兑换。 陈江摄

6月17日下午，启东农商银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召
开，总行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各党支部书
记、党员干部、党务工作者共100余人参
加了本次会议。

总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加耕在会
上作动员讲话。他指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
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是推动农商
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工程。全行各党
支部和党员干部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
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把

不忘初心的标尺立起来，把牢记使命的
责任扛起来，把党员先锋的形象彰显出
来，把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出来，
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在部署具体工作时，鲍加耕强调，本
次主题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全行各党
支部开展主题教育要紧扣中央确定的目
标任务，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结合本行实际，力
争做到“五深入五确保”，即：深入推进解
放思想，确保理论学习有收获；深入锤炼
坚强党性，确保思想政治受洗礼；深入推
进作风建设，确保干事创业敢担当；深入

聚焦主责主业，确保服务“三农”见实效；
深入涵养政治生态，确保清正廉洁作表
率。在推进实施过程中，要突出学习教育、
强化调查研究、注重检视问题、严肃整改
落实，统筹推进，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省联社主题教育第二指导组组长李
福祥在会上强调，主题教育开展要准确
把握目标任务，坚决贯彻中央、省委精神
和省联社党委部署要求；要抓好重点措
施落实，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序开展；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力戒形式主义，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此次动员大会是启东农商银行党委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联社
党委部署要求，对全行主题教育进行动员
部署的会议。下阶段，总行党委将认真落实
上级党委的部署要求，全面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体党员将把开
展好主题教育作为一次加强党性修养、提
高政治觉悟的“加油站”，作为检视问题不
足、提高能力本领的“磨刀石”，作为扫除思
想尘埃、净化精神家园的“清洁剂”，带着感
情去参与，带着责任去落实，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用实际行动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张文禹）

近日，工商银行启东支行成功投放
该行首笔“法人e抵快贷”，成为省内首
家投放“法人e抵快贷”的一家支行。

5月中旬，总行投产“法人版e抵快
贷”，工行启东支行高度重视，迅速行动，
组织客户经理进行排队摸底、宣传推介，
并从中筛选有需求、符合条件客户，进行
重点服务。我市某机械设备制造公司，拥

有雄厚的技术力量，高精度的加工设备，
配套齐全的检测仪器，是一家集科研、设
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质量的搅拌、
混合设备专业生产厂家。客户经理在走
访中了解到该企业存在融资需求，遂向
客户详细介绍了“法人e抵快贷”业务。

启东支行初次办理该项业务，信贷
部门及时向市分行普惠金融部并通过市

分行普惠金融部向总行和省内外兄弟分
行进行请教，得到了上级行和兄弟行领
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指导。客户
经理多次上门，推介该产品具有在线评
估、极速审批，一次申请、循环使用、随借
随还、方便快捷等特点，指导客户通过网
银提交申请。最终，顺利通过250万元授
信额度审批，并完成部分提款。客户为工

行产品和服务的高效快捷点赞，表示会
向其他同行推介。

工行启东支行本次成功投放首笔“法
人e抵快贷”，不仅为该行拓展该产品积累
了成功经验、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而且
有利于该行通过该案例的示范效应，进一
步扩大工行优势产品的影响力，提升当地
中小企业客户市场的竞争力。 （周健）

启东工行投放省内首笔“法人e抵快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