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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桑夏大厦1楼
（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右拐）
咨询电话：0513-86329611

友情提醒：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期限 投资起点 年利率
大额存单 3年 20万 4.18%

1年 5万 2.10%
2年 5万 2.98%
3年 5万 3.91%
1年 1万元 2.10%
3年 1万元 3.85%

差异化定价存款

智能储蓄存款（4.15-4.30）智能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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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中国梦，，行畅通行畅通，，
农行农行ETCETC助您畅游大美中华助您畅游大美中华。。

农行农行ETCETC可以绑定借记卡啦可以绑定借记卡啦！！
OBU免费送到家，省时省力，方便快捷，

更多优惠等您来体验！详询通州农行各网点

白领贷 可贷不超过 30万元 优质单位客户可以办理纯信用贷
款，可用于装修、购车、留学等合法消费用途。

综合消费贷 可贷不超过500万元 房产抵押，可用于装修、购车、
旅游、留学等合法消费用途。

贷款利率：月息4.35%
贷款期限：一次授信3年有效，随借随还 客户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

指尖轻触 引领未来

咨询电话：86027058

免费送OBU；高速通行5折优惠；
中石化加油卡充值满100返10；

1折洗车8元观影

建行ETC“建”证美好出行
办ETC龙卡信用卡享多重好礼

地址:建行任一网点
咨询热线:68118194

理财非存款 投资须谨慎

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选择安全可靠金融机构
保护自身账户安全保护自身账户安全保护自身账户安全保护自身账户安全

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张家港农商银行提醒您：：：：

以假结构性存款替代保本理
财、银行人员利用从业身份私售“飞
单”、对资产管理类产品收益做出保
证性承诺……对于金融理财消费者
而言，这些问题都将有望改善。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
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
整治工作的通知》，将针对相关乱象
开展整治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其
中列举了 43种银行、保险行业侵害
消费者权益表现形式。对于消费
者，这份“最全金融消费攻略”亦可
供参考。

银行假结构性存款被“点名”

从此次披露信息来看，银行业
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主要包括产品
设计、营销宣传、产品销售、内部管
理、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等五方面，共
计19条内容。

产品设计方面，产品多层嵌套，
结构复杂，产品说明书等销售材料
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善；
结构性存款假结构，替代保本理财，
或按保本产品宣传销售；理财产品
预期收益区间测算不科学合理，存

在诱导性表述等问题被“点名”。
营销宣传方面，则主要表现为

不当宣传和误导销售。具体包括对
产品和服务宣传时引用不真实不准
确的数据和资料，对过往业绩进行
虚假或夸大表述；对资产管理类产
品未来效果、收益等做出保证性承
诺，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
收益；使用偷换概念、不当类比、隐
去假设等手段，误导消费者相信或
有理由相信金融产品和服务与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相符。

此外，产品销售方面，相关侵权
行为则包括未对消费者进行适当性
测试而销售产品，销售的产品风险
等级与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匹
配；销售过程中未严格区分自有理
财产品与代销产品，使消费者混淆
二者的区别；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从
业身份或借助机构营业场所私售

“飞单”；理财及代销产品销售过程
中，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进行“双录”，
或先交易后双录等。

将保险产品混同理财销售

保险业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
中，此次则公布了产品、销售、理赔、
互联网保险方面的 17种典型手法。
其中，产品方面，包括保险条款内容
不明确、指代性不强，如航班延误险
中对航班取消和延误、起飞时间和

到达时间的概念界定不清，易使消
费者混淆；对停售险种进行自动产
品转换，即以“产品升级”等名义短
信通知投保人，默认投保人同意转
换为替代产品，对新产品未尽说明
告知义务，未履行新产品的投保手
续。

销售方面，销售人员在展业过
程中盲目追求业绩和佣金收入，为
达成保险合同，存在未向消费者如
实告知、披露保单信息的情况最为
突出。例如以其他金融产品名义宣
传保险产品，将保险产品混同于储
蓄、理财产品销售，使消费者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保险产品；夸大
保险责任或收益，夸大保险保障范
围；隐瞒影响投保决策的内容，如隐
瞒保单收益的不确定性；引用不真
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对过往业
绩进行虚假或夸大表述，对保险产
品效果或收益做出与条款不符的承
诺等。

此外，《通知》还涉及7项银行业
和保险业部分共性问题和乱象。包
括私自推介销售未经审批或备案的
产品；针对个别产品创设销售指标
和定向激励，导致销售人员违背销
售适当性原则，向客户过度营销或
诱导销售某一类产品等。

（来源：中金在线）

连日来，在大盘携科技股走
高背景下，养老产业板块走强，
多只个股涨停。分析机构称，随
着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互
联网应用的普及渗透，被称为

“银发经济”的养老相关产业的
数字化升级进入加速期，相关概
念股投资价值凸显。

数字化升级进入加速期

养老产业是伴随老龄化进
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
产业，目前我国已全面步入老龄
化，并且老龄化进程仍在加速。
随着我国首批中产阶级步入老
龄人群，养老产业即将迎来高收
入群体。我国家庭结构在逐渐
变革，传统居家养老模式越来越
难以维系，养老产业化逐渐成为
刚需。

2018年我国养老产业市场
规模达 6.57万亿元，预计 2022
年将达 10.29万亿元，期间复合
增长率高达 11.9%。这意味着
我国养老产业是一个万亿蓝海
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分析人士还称，在养老产业
巨大的发展潜力面前，采用先进
高端信息技术构建满足老人养
老养生相关需求的数字化建设
将成为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路
径。智慧养老、信息化养老等数
字化养老新模式将迎来“风口”。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
究院物联网技术研究所相关人
员举例称，5G技术发展为智慧
养老安全、便捷、舒适等方面需
求提供了更多产品和更广泛服
务，如“智慧园区+养老”“机器

人+养老”“新零售+养老”等。
分析人士还表示，当前老年

消费需求已发生巨大改变，品质
化、多元化、便利化的市场需求
增长显著，老人的消费和娱乐意
愿空前强烈，“银发消费”逐渐从
生存型走向享受型。而这些来
自需求侧的市场变化，正是推动
行业开展全面数字化升级的巨
大契机。

政策面暖风频吹

在科技改变养老产业生态
的同时，政策方面亦持续发力促
进行业快速发展。

今年4月中旬，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的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28条
具体政策措施，包括扩大养老服
务消费，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等。

今年9月下旬，民政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
见》，提出全方位优化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繁荣老年用品市场，
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业态。

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北京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银保
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
业养老保险的实施意见》，提出
到 2022年形成产品多样、保障
全面、诚信规范的商业养老保险
市场。

分析人士称，在政策红利的
不断释放下，养老产业必然会加
速发展进程，而这其中蕴含的投
资机会值得投资者关注。

（来源：中金在线）

世界黄金协会 10月 15日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全球黄金
ETF及类似产品较 8月净流入 39亿
美元，黄金总持仓量增加75.2吨，创
下2808吨的历史新高。当前的总持
仓量甚至超过了 2012年年底的水
平，而当时金价比目前高出18%，约
在1700美元/盎司。

展望近期，随着更多央行加入
宽松阵营，特别是如果美联储降息
导致美元走软，黄金将面临更多利
好因素，一轮“抢金潮”可能会重现
市场。

黄金ETF受追捧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虽然9
月美元走强令金价涨势受阻，但投
资者对于黄金 ETF 的需求仍然强
劲。北美地区黄金ETF在 9月份的
资金净流入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

83%，其持仓上升62.1吨。
低成本黄金ETF的规模继续上

升，在9月持仓量累计增加2.9吨，其
总持仓达61吨。欧洲地区基金持仓
量则增长 7.7吨。亚洲地区相关基
金主要由中国的黄金 ETF 增长驱
动。

此外，COMEX黄金期货的净多
头持仓也显示了投资者对于黄金的
积极态度，其在 9月创下 1134吨的
月度纪录新高。全球不同黄金市场
的成交量也处于高位，总体而言，9
月全球黄金成交量约在 1830亿美
元/日。

年内仍有入场良机

业内人士指出，全球央行的货
币政策仍在影响黄金的表现，全球
越来越多的央行加入到了降息或扩
大量化宽松的行列。美联储今年可

能还会再降息 1次。不论对于专业
投资者，还是喜好各种黄金产品的
消费者来说，年内仍有入场良机。

世界黄金协会指出，展望10月，
黄金存在一些潜在的利多因素。首
先，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仍在持续，可
能令风险资产承压。例如英国脱欧
的最终期限定于 10月底，是否进行

“无协议脱欧”还是延长最终期限前
景仍不明确。其次，虽然有所回升，
但全球利率仍在较低水平，全球估
计约有超过80%的主权债以负的实
际利率进行交易，低利率甚至负利
率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最
后，美国股市处在纪录高位，而从历
史上看，美股最大的几次回调都出
现在 10月，股市回调或给黄金带来
机会。

法国巴黎银行的大宗商品研究
主管 Tchilinguirian认为，美联储降

息将继续提振金价。展望未来，预
计美联储分别会在今年12月和明年
3月、6月降息 25个基点。这意味
着，在这个周期结束时，美联储基金
利率最高将为 1.25%。只要经济不
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实际利率将会
走向并保持在负值区间，进而提升
黄金的吸引力。

他进一步指出，假如美联储采
取的政策比外界所预料的更加激
进，黄金的同期价格可能会高于预
期。实际收益率对推动黄金价格至
关重要，但相对于其他避险资产，名
义收益率自身的变化也可以增强黄
金的优势。从近期的形势来看，债
券收益率与金价变化关联密切：投
资级企业债券和主权债券收益率下
降的同时，黄金价格将稳步上升。

（来源：证券日报网）

不当宣传、私售“飞单”

金融理财需防“坑”

黄金ETF持仓量创新高 后市或现“抢金潮”

“银发经济”崛起
养老产业蕴含投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