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
接近2.54亿人，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
为了减轻儿女负担、为了自己更好地安
享晚年，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希望通过
投资理财让自己的养老钱保值增值。然
而，老年人普遍缺乏金融相关知识，有的
贪图小便宜，过度追求高收益，让不法分
子有了可乘之机。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
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针对老年人的投资理财骗局有哪些套路？

套路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向
老年人收取“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以投
资养老床位、养老建设项目等名义，并且
承诺给付高额回报。套路二：以“投资收
藏”为诱惑，以远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画
作、纪念币、邮票、工艺品等所谓的收藏
品，声称有巨大升值空间，承诺未来会高
价回购，引诱投资者购买。套路三：以“理

疗保健”为噱头，出售昂贵的理疗器材，
声称不仅可以自己使用还可以“出租”赚
取利润，“又能健康，又能赚钱”。套路四：
以“免费试用产品”为诱饵，声称缴纳一
定费用成为会员，就能得到免费产品试
用，还可以通过宣传该项目获得一定比
例的“宣传费”。套路五：利用“养生讲座”

“免费旅游、免费体检”“免费领取小礼
品”等活动，吸引老年人参加，乘机推介
理财产品。

如何识别非法集资套路？
非法集资普遍具有以下特征：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
收资金；2.通过媒体、传单、推介会等途
径向社会公开进行宣传；3.承诺在一定
期限内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4.向社会
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当前，一些不法分
子层层包装设计所谓的项目和产品，以
当下热门名词、热点概念炒作，诱惑公众

特别是老年人投入资金。然而，无论包装
成什么样的产品，只要符合上述四个特
征，就具备非法集资的嫌疑。

识别非法集资、避免投资陷阱，要做
到“三看三思三不要”。查看机构是否取
得金融牌照、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
的经营范围内、资金投向领域是否真实、
安全、可靠。思考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
品及市场行情、产品的投资收益是否符
合市场经济规律、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
备抗风险能力。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
不要盲目相信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
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
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时应当注意什么？

1.警惕高收益理财产品。“收益越高
风险越大”是基本投资规律。普通老年人
承受风险能力弱，在理财策略选择上，宜
以稳健为先，千万不要相信“零风险、高
回报”的宣传。除非个人经济实力较强，

能达到信托、私银理财或是私募基金的
购买门槛，否则对于普通老年人来说，目
前收益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可信度较
低。2.不要贪图小便宜。对于销售人员上
门送温暖，承诺带老人免费旅游，免费送
大米、送鸡蛋等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
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便参加某些
公益讲座等活动，也不要被忽悠购买投
资理财产品，很可能会遭遇投资陷阱。3.
投资前要和家人沟通。很多老年人不会
上网，信息相对闭塞，遇到话术高超的理
财产品业务员，很容易被忽悠。因此，在
做出投资决策前要和子女、家人多沟通
交流，请他们利用网络等媒介对所投项
目进行调查，一定要了解投资的是什么、
投资过程中有哪些风险及所投公司的历
史背景等。

·金融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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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投资理财如何避免被“坑”

银企合作共话发展
江苏银行启东支行党支部与企业结对共建签约

7月8日下午，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
开展“强化异常行为管控 培植清正履职
生态”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集中学习、警
示教育、廉洁倡议、家风培育、讲授党课
等形式，引导干部职工坚定政治信仰，站
稳政治立场。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模范机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
总体目标之一。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坚
持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始终致力于提升

党的建设质量。
带头树立良好形象。近日，人民银行

启东市支行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班子成员带头深入路段、社区、银行
开展创文宣传，讲解创文意义，发放民意
问卷，了解惠民情况，倾听群众诉求，反
馈意见建议，让广大群众认识创文、理解
创文、参与创文、支持创文，积极践行“开
拓包容创新争先”的城市精神，做到共创
文明城，同做文明人。

带头强化理论武装。7月中旬，人民
银行启东市支行联合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依托“金融服务党建联盟”，举办

“党建+群团”共建大讲堂知识竞赛活动，
全体党员干部观摩比赛。成员单位中在
初赛角逐胜出的7支队伍、21名选手，凭
借过硬的党史党建知识、优秀的临场应
变能力，上演了一场勇气与智慧的精彩
较量，在全市金融系统中营造了“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金

融人以理论武装滋养初心使命，以实干
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秉承“金融为民”
的理念，为全市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作
出贡献。

带头夯实基层基础。在强化自我监
督自我约束、坚持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
方面走在前、作表率，锤炼过硬作风，当
好人民公仆，在创建让党和政府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中筑根基、担
使命。 （朱怡蓉）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开展系列党建活动

7月13日，中国银行启东支行成
功承办启东市金融服务党建联盟“党
建+群团”共建大讲堂知识竞赛，经过
前期初赛选拔，全市金融系统共7支
队伍参加决赛，启东支行代表队荣获竞
赛一等奖。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徐俊、宣传部
副部长陆红琴、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局长张笑慰、中国人民银行启东市
支行行长樊雄辉等出席活动。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启东
市支行党群团代表，全市银行、保
险、证券、小贷公司领导和党群团代
表现场观摩比赛。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副行长朱彤在
致辞中表示，知识竞赛只是一种形式，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学习的紧迫感，增强
本领，将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在未来广
阔的金融舞台上，坚决扛起金融人的使
命担当，以信仰坚守初心，用行动诠释
使命，做实做细做好金融工作，为我市
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的金融力量。

比赛现场，7支参赛队伍通过必答
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个环节的比拼展
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智慧较量。整场赛事
各队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沉着应
对，既体现了个人风采，又展现出团队
合作精神。比赛最终产生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4名。

金融服务党建联盟成员单位纷纷
表示，此次“党建+群团”共建大讲堂知
识竞赛，不仅充分调动了大家学习的主
动性，也充分发挥出党建引领群团建设
的作用，激发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团体牢

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积极性，让传承红色文化
蔚然成风。

活动最后，市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周春雷作点评讲话。他表示，“党建+
群团”知识竞赛给每位金融人增加了信

心，此次竞赛活动“以比鼓劲，以赛促
学”，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
功。下阶段，金融服务党建联盟将通过

“党建+修养”“党建+读书”“党建+公
益”等系列活动，以及贯穿全年的“党
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活动”，将我

市金融服务党建联盟的号召力、组织力
和思想提升力，以及知名度、美誉度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发挥组织联
建、工作联促、队伍联育、活动联办、品
牌联创、信息联通的作用。

（沈春伶）

以比鼓劲展风采 以赛促学炼精兵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承办金融系统知识竞赛

7月1日上午，江苏银行启东支
行党支部与启东沿海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进行结对共建签约。

座谈会上，江苏银行启东支行支
部书记宋卫军介绍了支行经营情况、
支部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启东沿海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天安介绍
企业党建工作和学习情况。随后，在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晓燕、江苏银行
南通分行行长助理满嘉男的共同见
证下，启东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
支部与江苏银行启东支行党支部签
订结对共建协议。

江苏银行启东支行与启东沿海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由来已
久，今年沿海集团发行4亿元非公
开公司债，该行作为监管银行购买
1.2亿元公司债，目前，还有吕四

通港大道金融中心商业街等项目在
收集材料并申报。在业务座谈会
上，张天安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
启东沿海开发集团城镇开发项目规
划及融资需求，为结对共建后进入
银企全面深度合作、进一步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创造了崭
新的平台。

陈晓燕对结对活动给予高度肯
定，希望双方通过常态化开展工作经
验交流、党群联谊等活动，不断增强
启东沿海开发集团和江苏银行启东
支行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
力，共同提高党建工作水平，进一步
发挥好江苏银行“统筹共建”在企业
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核心驱动作用，
银企携手并肩，再谱合作共赢新篇
章。 （张艳）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近日，启东农商银行党委
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党建工作会
议。总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加耕
主持会议。

会上，鲍加耕回顾总结了
2019年党建工作，根据年初工作
计划，安排部署2020年党建工作
任务。他指出，正值新的发展时期，
全行既要完成三年发展战略规划
确定的工作目标，又要应对疫情带
来的影响，核心和关键在于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为完成全行各项工
作任务夯实组织基础。

会议强调，全行党员要牢固树
立责任意识、主角意识、党性意识，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勤勉敬
业、敢于负责、顾全大局、团结协
作、清正廉洁、干净干事的模范，本
着正视困难，迎难而上的积极态
度，发扬雷厉风行、扎实细致的工
作作风和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进
一步明确任务，更新措施，再鼓干
劲，为全年夺取一流的工作业绩而
努力奋斗。

会议邀请南通大学马克思学
院副院长吴延溢作“带着问题走进
民法典”的专题讲座，围绕与大家
生活息息相关的26个问题，深入
浅出地解读了《民法典》的深远意
义、时代创新、亮点特色等，诠释了
《民法典》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
色、时代特色。

会上还对全行2019~2020年
度8个先锋党支部、8名优秀党支
部书记，以及15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通报表彰。并组
织近三年新入党的8名党员进行入党宣誓，现场老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

总行党委班子成员、各部室正副经理、受表彰人员
及近三年新发展党员共100余人参加会议。（张文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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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启东支行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7月24日，在紫薇公园，晨练的大爷大妈放缓脚步，
纷纷聚在“做理性投资者，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横幅
前，围着中国建设银行启东支行的员工和“金智惠民 学
子下乡”的暑期实习生，启东建行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小队
正在这里普及相关知识（如图）。

近日，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建
行启东支行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开展“做理性投资者，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穿着统一的服装，拉起醒目的
横幅，在炎炎夏日中为百姓送来一股理性的清风。这支
宣传小队为现场群众发放宣传图册，讲解非法集资的
危害，并制作了抖音小视频，深受群众的喜爱。

非法金融风险大，一本万利不要信，虚假项目要谨
慎，亲情诱骗赶紧跑。建行启东支行将积极协助政府，
帮助百姓规避非法集资风险，守护百姓的钱袋子和幸
福家，理性投资咨询银行。非法集资举报电话 0513—
80929807 。 （沈芳）

常熟农商银行启东支行
上门服务关爱百岁老人

近日，常熟农商银行启东支行内部主管一行赴寅
阳镇江夏村为百岁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并送上礼品表
示慰问（如图）。

老人已经101岁高龄，因身体不便无法前往支行办
理尊老卡挂失及市民卡激活业务。支行得知情况后，立
即派人前往客户家中履行尽职调查手续，并接送其子
至营业网点代办业务。老人早年在常熟工作，一直是该
行的忠实客户，此次上门服务让她十分感动。支行员工
表示将用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
德，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 （黄镜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