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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举行

平安银行获评“2017年度亚洲卓越零售银行”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华夏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理财资金投资范围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
性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债券远期、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
券等其他工具。

网点咨询电话：88179863（分行营业部）、89608177（新北支行）、89805181（武进支行）、80686006（溧阳支行）、80681115（溧阳清溪
路支行）、81195636（钟楼支行）、82695577（金坛支行）、82680955（金城支行）、86928001（横林支行）、86929983（天宁支行）、83813905（邹
区支行）、85255367（中吴支行）、80585013（孟河支行）、85519902（金色新城社区支行）、81231265（香江华廷社区支行）、85523107（星河
国际社区支行）。

产品名称

增盈1931号
（高资产净值客户专属）

增盈1959号
（夜市理财专属）

新盈69号
（新客户专属，限购300万元）

发售日期

12.13-12.18

12.18
20:00-22:00

12.13-12.18

期限（天）

55

122

36
126
73
122

认购起点（万元）
20
100
20
100
5
5
5
5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A款:5.32%
A款:5.38%
A款:5.4%
A款:5.45%
A款:5.3%
A款:5.45%
A款:5.32%
A款:5.42%

购买渠道

柜台、
网银、
手机、

华夏e社区

手机银行

柜台

常州市武进地方税务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常州市丹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因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税
务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
将相关税务文书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同送达。

常州市武进地方税务局
二○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附：税务文书

常州市武进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武地税六检通一〔2017〕13号

常州市丹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蒋晔、唐国

荣等人，自本检查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对你（单位）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
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常州市武进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
二Ｏ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关于意园修复工程项目被征收房屋
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的公告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和《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东至县学街、
南至后北岸路、西至现状道路、北至现状
道路（详见现场征收范围图）的房屋已被
纳入意园修复工程项目被征收范围。为
保障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请该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相关权利
人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常州市天宁
区天宁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项
目现场办公室联系申报举证。联系地址
为后北岸后街 2 号，联系电话为
15961238885。逾期未申报举证的，本
机关将依照相关规定进行认定处理。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7年12月13日

理财产品销售期间投资者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及工行牡丹灵通卡至常州工行各营业

网点购买。根据销售规模，部分产品可能会提前结束销售时间,各理财产品投资信息投

资者可咨询常州工行各营业网点。理财非储蓄，投资有风险。

产品名称

工银财富专属理财产品

工银财富专属理财产品

起售金额
（万元）

10

10

期限
（天）

1827

1095

预期年化收益

5.00%

4.90%

发行时间

12.4-12.17

12.4-12.17

近日，第十二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暨亚洲金融竞争力
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凭借在智能零售银行领域的成功
实践和创新发展，平安银行荣获“2017年度亚洲卓越零售银
行”大奖，该行董事长谢永林荣膺“2017年度银行家”殊荣。

据了解，自2016年以来，平安银行在经济新常态、新周期
下成功实现了战略转型与跨越式发展。据该行2017年三季
报披露，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38%、零售利润同比增长94%，
利润占比达到65%；零售存款、贷款增速均位列上市股份制
银行第一位。

2016年年中，平安银行拉开了全面向零售战略转型的大
幕，并制订了“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的战略，积极推
动智能化零售银行转型。目前，该行完成了口袋银行APP的

整合和功能的升级，APP月活量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名列前
茅；启动了AI+客服、AI+投顾、AI+风控，智能化银行逐步落
地；信用卡流通卡量突破3000万张，位居上市股份制银行第
二位，资产品质持续向好；新一贷整体贷款余额已达千亿体
量，并呈现持续加速增长的良好态势；汽车金融的市场份额连
续3年行业领跑，成为市场标杆。

自全面启动智能化零售银行转型以来，平安银行运用科
技手段，构建了“社交平台+APP+远程客服”的SAT模式，打
造智能零售新门店，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实施了行业事业部
专业化经营，瞄准国家重点发展的国计民生和战略新兴领域，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平萱

本报讯 俗话说空口无凭，市民张
老太发生交通事故后，向肇事者主张误
工费每月5000元，但又不能提供相应的
完税凭证。近日，天宁法院对这起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作出一审判决，仅支持张
老太的误工费按每天100元计算。

2016 年 12 月 8 日，51 岁的张老太
骑电动车行驶在新堂北路的非机动车道
上时，将车停放在路边的刘某突然打开
车门，将张老太撞倒，致其左腿多处骨
折。经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刘某负
事故的全部责任。幸运的是，刘某为爱
车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100 万元
和不计免赔。事故发生也在保险期内。

今年 9 月，在与刘某协商赔偿事宜

无果后，张老太向天宁法院起诉，主张医
疗费、护理费、误工费。张老太称，自己
在新北区一家蔬菜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工作，老板每月会以现金形式发放5000
元工资，按误工期180天计算，误工费应
为3万元。

但天宁法院审理认为，张老太主张的
收入水平已超过纳税标准，但张老太又不
能提供纳税凭证予以佐证，因此，酌定误
工费按每天100元计算，共18000元。

近日，天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老
太的损失包括医疗费 4199.1 元、营养费
720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150 元、护理费
3600 元、误工费 18000 元、修理费 700
元、交通费300元、施救费102元、鉴定费

1680元，共计29451.1元。其中，医保外
用药420元由刘某赔偿，其余损失29031
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

（庄奕 天法）

误工费是指赔偿义务人应当向赔偿
权利人支付的、受害人从遭受伤害到完
全治愈这一期间（误工时间）内，因无法
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

根据最高院解释，有固定收入的，误
工标准按伤者单位证明确定。这里也存
在人为作假的情况，例如找并不存在的公
司出具证明，或者按较高工资水平出具证

明，或者在单位按时发放工资的情况下，
单位还证明伤者误工期间无收入。在这
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伤者的单位登
记情况、单位性质、事故发生前是否连续
纳税等提出相关异议。例如在工商网上
没有基本信息的单位，就没有误工的证明
力；伤者误工工资标准超过纳税起征点，
却不能向法庭提供其连续纳税的凭证，也
不能说明误工损失的真实存在，法院会参
照同行业标准确定其收入。

在伤者无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如何
确定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存在
一个举证问题。通常，在原告是农民或
者小商贩的情况下，一般也举不出证据，
这时由法院确定其收入数额。

主张误工费每月5000元——

不能提供完税凭证
误工费每天仅100元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12月12日，天宁区乾盛兰庭小区的自来水管爆裂，造成小区大面积停水。市给排水工程有限公司接到报修电话后，立即
赶往现场，一方面组织人员抢修，一方面在小区内安装紧急取水处，方便居民取水使用。这种便民做法赢得不少居民点赞。

童华岗 蒋博庆 文/摄

本报讯 小区的环境秩序靠每一位
居民共同遵守，但有些人在违反小区规
定之余，还将气撒在保安身上。昨天，西
林街道司法所成功调解了一起停车导致
保安被打的纠纷。

几天前，小荣（化名）骑电动三轮车
进钟楼某小区走亲戚，由于该小区有规
定，电动三轮车不能进小区，保安凌先
生遂将他拦下，建议小荣将电动三轮车
停在小区门口后，步行进入小区。可小
荣带的礼品比较多，步行不方便，便执
意要凌先生开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双方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凌先生被小
荣打伤。

昨天，双方来到西林街道司法所寻
求调解。调解员对小荣进行了批评教
育，希望他能理解保安工作的难处，遇事
不要冲动。经调解，小荣一次性赔偿凌
先生 1300 元，包括医药费、误工费等所
有费用。 （席苏星 庄奕）

三轮进小区受阻
动手打人太不该

本报讯 拿着妻子的 2 万余元存
款去炒期货，结果血本无归，为“还
债”，男子江某在银行盯上了一位储
户，在一个偏僻角落，他亮出小刀抢走
3 万元。接到受害人报警后，民警仅
花20小时就将江某抓获。

12 月 6 日晚 8 点多，新北区小河
派出所接到报警，一男子称在某浴室
下坡处被人持刀抢劫。民警到达现场
后，受害人称，他在银行取了钱，到店
里买了香烟后，突然，一名 20 岁左右
的男子持刀架上他脖子，让他交出钱

财。虽然他极力反抗，还是被男子推了
一把倒在地上，对方趁机将其手里的 3
万元现金抢走。

案情重大，小河派出所负责人立即
向上级汇报并立案侦查。通过调取大量
视频研判，12月7日下午1点多，嫌疑人
江某被抓获。

江某交代，之前，他把老婆银行卡里
的2万多元拿去炒期货，结果都亏掉了，没
有钱还给老婆。6日晚上，他查询自己的
银行卡，发现里面只有2000多元现金，因
此不敢回家，怕跟老婆吵架、闹离婚。这

时，他听到隔壁自动取款机间有人在取
钱，便萌生了抢钱的念头。随后，他蹲在
路边等受害人出来后一直尾随，看着他买
烟、买水果，等受害人走到一片拆迁区域
时，江某掏出口袋里的刀，架在了受害人
的肩膀上，称只要钱，不会伤害他。受害
人把兜里的零钱拿了出来，江某又想去拿
受害人的包，受害人反抗，江某将其推倒
在地，趁机抢走包后逃走。

目前，涉嫌抢劫的江某已被新北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批捕。

（童华岗 姜孝强 袁梦来）

街头持刀抢走3万元
警方20小时速破案

本报讯 12 月 4 日清晨 6 点，
天宁区疏港路段保洁员联系雕庄中
队城管队员，称路旁一小公园内，一
名 10 多岁的男孩一直在徘徊。城
管队员赶到现场后，及时与孩子的
家长和学校取得了联系。

天宁城管雕庄中队长华君告诉
记者，4日一早，疏港路段的保洁阿
姨就与中队联系，称看到路边小公园
里有个男孩一会儿在徘徊，一会儿躺
在草丛中哭，不知什么原因。城管队
员立即赶到现场，试着跟男孩交流，
但男孩始终一声不吭，队员遂将他带
回了中队。在男孩的书包中，他们找
到了一张学生证，显示男孩叫吉吉

（化名），是天宁区某校初一学生。在
中队的联系下，吉吉的父亲很快赶到
中队，说儿子是因为完不成作业不敢
回学校，当天一直在小公园里游荡。

因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记者无法与吉
吉的家长取得联系。

记者随后与学校取得联系，校方
一位知情老师告诉记者，得到中队通
知后，校方派两名老师去接吉吉。在
与吉吉的沟通中，老师得知，孩子因为
没有及时完成作业，不想去学校，当天
早上 6 点左右离家后，就直接跑到了
小公园里。该知情老师表示，吉吉类
似“离家出走”的行为已不是第一次。
学校已及时与孩子的父亲沟通，父亲
表示会做好孩子的思想工作，给孩子
时间完成作业。

昨天，记者从天宁城管大队获悉，
大队已经与吉吉的家长取得联系，告知
大队可以派心理辅导专家为吉吉免费
进行心理疏导。吉吉的家长表示，若有
这方面的需求，将及时向大队求助。

（小波 树根）

男孩“离家出走”
城管及时相助

本报讯 12月11日晚11时许，
经开区某小区一车辆在车库内起
火。起火原因是司机在车子顶到墙
壁后仍强行开动，导致轮胎剧烈摩擦
过热起火，司机身上有明显的酒味。

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来到该小
区车库，发现车库门大开，一辆宝马
轿车正在发动，左侧及左前部抵在
车库墙上，司机依然不断地踩着油
门，轮胎与地面摩擦冒烟起火。消

防官兵一边出水灭火，一边大声呼喊
让司机下车，但司机充耳不闻，依然固
执地踩着油门。5 分钟后，轮胎火被
扑灭，司机还是没有下车，而车门被从
里面锁住，无法打开。无奈之下，消防
官兵破拆车窗，从副驾驶座将司机拉
了出来。

将司机拉出时，消防官兵闻到他
身上酒味浓重。目前，事故还在进一
步处理中。 （邹海楠 芮伟芬）

醉酒司机对墙“顶牛”
车轮起火茫然不知

本报讯 12 月 10 日 9 点 50 分
左右，经开区潞城花园一号地下车
库着火，附近消防中队接到警情赶
到现场发现，火是因为燃放的烟花
没有完全熄灭而引起。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地
下车库内堆放着很多杂物垃圾，正
在燃烧。救援人员立即出动水枪灭
火，同时组织排烟，5 分钟后，火被

扑灭，因疏散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经初步调查，有人将刚刚燃放过的

烟花壳当作废纸垃圾拿到车库堆放，没
有注意到烟花尚未完全熄灭，结果，明
火引燃了堆放的杂物。消防部门提醒，
地下车库是小区停放车辆所用，堆放大
量杂物属于火灾隐患，稍有不慎就会引
起火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芮伟芬 邹海楠）

烟花没熄灭 引燃车库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