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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银行卡交易后，通过银行发送的短信及时了解账户余
额变动情况，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不过，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银
行逐步提高免费短信通知门槛，从而减少消费交易短信的发送。银
行这样一方面可降低通过运营商发送短信的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推
广手机银行、微信公众号等，增加用户体验。

农业银行近日在官网上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信用卡短信服务
的公告。公告称，自2019年7月11日起，农行信用卡境内消费交易
免费短信发送起点金额统一调整为单笔人民币500元（含）。客户
若要掌握任意金额的交易动态短信提醒，可通过关注银行微信公众
号或通过手机银行。

无独有偶。平安银行此前也发布公告称，自5月1日起，针对未
绑定微信的客户提供人民币500元及以上消费免费通知，已绑定微
信的客户提供人民币1000元及以上消费免费通知。

事实上，2014年以来，银行就不断提高短信提醒服务的“门槛”，
最早是从信用卡账户开始的，此后逐渐延伸到借记卡领域。记者从
多家银行了解到，目前短信通知起点金额低的为300元，不少提高
到500元，个别银行甚至是1500元。如果客户想要所有的交易都有
短信提醒，则需要缴纳短信提醒服务费，每月2元至4元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账户变动提示对于持卡人来说，实用又重要。
准确地掌握账户变动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账户异常，有利于持
卡人在事件发生后立刻采取措施，想办法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记者了解到，虽然现在免费短信提醒门槛提高了，但各家银行
都有推出微信平台和手机银行等渠道，市民可以在手机上实时接收
余额变动情况，依旧可以对账户实时掌控。此外，银行方面还为部
分不习惯使用移动渠道的客户提供了其他查询方式。例如持卡人
可拨打银行官方的免费客服电话，输入相关信息后，同样可以及时
查询账户信息；柜面系统则提供对账单服务，但需带上银行卡和身
份证；自助设备则需输入密码进入个人账户页面方可查询。

（徐杨）

部分银行
提高免费短信通知门槛

绑邮储银行卡快捷支付
可享多重优惠本报讯 近日，农业银行常

州分行收到了来自常州市公安
局的一封感谢信——感谢该行
及派驻反诈骗中心工作人员沈
志越于日前协同公安机关连夜
采取有效措施，成功挽回受骗企
业全部损失，数额高达 300
万元。

原来，7月8日晚10点，市
反诈骗中心接到报警称，我市某
公司会计于当日傍晚，被人冒充
公司老板通过QQ发送指令，以
伪造合作公司转账单、谎称合同
有问题等手段，骗取其转账300
万元。

接到常州市反诈骗中心请
求协助电话后，农行常州分行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驻点查询
员立即从家驱车赶到反诈中
心，司法查控团队审核人员紧
急就位。依托总行司法查控系

统（JICS）强大功能，查控人员
仅用几分钟时间，便迅速锁定
诈骗嫌疑人账户并成功拦截止
付被骗资金，创下自常州市反
诈中心成立以来成功追截效率
最高、止付对公账户单笔涉案
金额最大两项记录。农行司法
查控系统强大的功能和员工认
真负责的态度受到当事人和公
安部门高度赞扬。

据介绍，今年以来，常州农
行柜面成功堵截各类欺诈案件、
风险事件66起，涉及金额1954
万元；驻常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
心查询员利用农总行司法查控

系统协助警方受理查询冻结事
件单803件，协助冻结资金3760
万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受骗群
众的资金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QQ
上轻信“老板”指令，企业财务被
骗转出资金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网上“黑产业
链”，专门收集企业公司老板、财
务等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木马
病毒获取QQ号码，而后对其公
司财务人员实行诈骗。而被骗
的财务人员常常因“事出紧急”，
对外转账没当面或电话向老板
或相关负责人再次确认，因此埋

下了隐患。
对此，常州农行提醒广大企

业财务人员，务必要养成以下
“四个务必”财务习惯：务必严格
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务必严格履
行财务审批手续；务必当面或电
话核实清楚；务必保护好个人信
息。此外，一旦发现被骗，第一
时间拨打110电话报警。

（徐杨 农萱）

QQ上轻信“老板”指令，企业会计被骗转出巨款

常州农行协助公安为企业追回3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获悉，为吸引更多客
户绑定邮储银行卡进行快捷支付，该行推出了“首绑支付宝送红包”

“绑卡送邮积分”“每月快捷消费抽积分”等多重优惠活动。
据介绍，即日起至9月30日，使用邮储银行借记卡或信用卡首

次成功绑定支付宝的用户，即有机会获得3元邮储银行借记卡消费
红包或5元邮储银行信用卡消费红包。同一用户在活动期间借记卡
和信用卡可各享1次优惠活动，借记卡全国每日奖励名额60000名，
信用卡全国每日奖励名额5000名，先到先得。

即日起至10月31日，江苏省自营借记卡和信用卡客户，在支付
宝、微信或京东等APP，添加一张从未绑定过任何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邮储银行卡，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绑定借记卡最高可抽取999
积分，绑定信用卡最高可抽取1999积分。

值得一提的是，邮储银行手机银行还新推出一键绑卡功能，客
户登录手机银行在首页或生活模块点击一键绑卡，即可跳转至支付
宝、微信、京东绑卡页面完成绑定。此外，即日起至12月31日，持卡
人每月使用江苏邮储银行卡发生快捷支付交易1笔，累计金额18
元，即可在次月18日参与抽奖赢积分。据了解，获得积分后，持卡人
只需打开“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微信公众号，注册“邮选”，即可使
用积分兑换商品。 （徐杨）

强化内控合规 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记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内控合规管理

行稳方能致远，坚守达至长
青。内控合规管理是银行稳健
经营的“承重墙”、改革转型的

“加固板”。民生银行常州支行
自成立以来，坚守“规规矩矩办
银行”的初心，始终秉持依法合
规经营理念，持续完善内控合规
管理体系，全面保障改革转型顺
利实施，着力营造“内控有力、合
规自觉、经营健康”的良好局面，
经营效益和发展质量实现了同
步提升，为可持续发展夯实了
根基。

多措并举防控风险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
无患。风险防控是民生银行常
州支行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也是

金融机构的底线。在风险防控
上，该行多措并举，一边建设全
面风险管理体系，一边着力完善
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为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风险排
查——今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多
次存量授信及非授信业务风险
状况的排查和调研，并着重制定
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
有效防范潜在风险；紧抓不良贷
款及问题贷款处置，严守资产
质量。

同时，常州支行不断完善风
险合规体系，加强合规文化建
设，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全
力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
——加强贷前、贷中、贷后管理
力度，在全力支持业务拓展的同
时，严把信贷审批关；通过与常
州征信服务公司合作、有效运用
源诚监控平台、“天眼”贷后系统
等，加大贷后管理力度，有效防
范化解信贷风险；全面加强资产
质量管理，加大对逾期贷款的持
续关注和压降；加强不良资产清
收处置，坚决贯彻“持续向出表

资产要效益”的原则，采取多举
措实现问题资产处置清收。截
至 目 前 ，该 行 不 良 率 仅 为
0.54%。

抓实抓细合规管理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民生
银行将2019年作为全行“合规
文化建设年”。为加强合规文化
建设，提升全员合规经营理念和
能力，营造全行上下依法合规经
营的氛围，根据总行以及南京分
行的要求，民生银行常州支行今
年在全行范围内启动“合规文化
建设年”活动——

通过基层宣讲、制度建设、
屡查屡犯问题整改、合规培训、
反洗钱文化普及宣教和考核评
价等六个专项活动，抓实抓细内
控合规管理，引导全行各单位、
各级员工牢固树立合规意识，激
发全员对合规文化知识的学习，
提升对合规风险识别和防控的
技能，营造全行健康良好的依法

合规经营环境，推动全行整体内
控合规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习惯和文化的养成离不开
铁的制度。该行通过完善合规
审查、内控合规检查、反洗钱管
理、合规问责等内控合规重要制
度建设，加强全行的合规管理；
同时，查补联动，结合历年来内
外部检查发现的屡查屡犯问题，
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流程的漏
洞，提升制度执行力。此外，还
会将合规文化建设年工作开展
情况纳入季度考核，根据合规文
化建设年工作开展情况，奖优惩
劣，引导全员在工作中切实关注
合规、重视合规、践行合规。

合规文化根植于心

合规是基础，思想是关键。
做好合规经营，防范金融风险，
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立规矩，
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建设明底
线，引导员工树立合规意识，践
行诚信与正直的职业操守。

在此次“合规文化建设年”
活动中，该行法律合规部赴经营
机构一线开展合规文化巡讲，针
对各机构不同风险情况，通过监
管形势、案例剖析、风险提示等
开展差异化警示教育，引导业务
合规经营，带动各机构实践合规
文化，形成坚守合规经营的底线
思维；围绕合规岗职、监管重点、
案防、反洗钱等内控合规管理重
点领域，通过刊发风险提示、合
规简报、开展合规专题考试、主
题培训、案例警示等重点突出、
形式多样的方式，提升员工合规
经营的意识，增强合规风险防控
的技能，使合规文化根植于心，
践行于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将
以合规文化建设年作为内控合
规发展的新起点，紧紧围绕“合
规创造价值 合规助力发展”主
题，持规并矩、执准兼绳，将严守
合规底线的信念传导至“神经末
梢”，将合规文化充分内炼外化，
助力全行改革转型顺利实施。

徐杨 民萱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常州分行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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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点咨询电话网点咨询电话：：8817986388179863（（分行营业部分行营业部）、）、8960817789608177（（新北支行新北支行）、）、8980518189805181（（武进支行武进支行）、）、8068600680686006（（溧阳支行溧阳支行）、）、8068111580681115（（溧阳清溪路支行溧阳清溪路支行）、）、
8119563681195636（（钟楼支行钟楼支行）、）、8269557782695577（（金坛支行金坛支行）、）、8268095582680955（（金城支行金城支行）、）、8692800186928001（（横林支行横林支行）、）、8692998386929983（（天宁支行天宁支行）、）、8381390583813905（（邹区支行邹区支行）、）、8525536785255367
（（中吴支行中吴支行）、）、8058501380585013（（孟河支行孟河支行）、）、8551990285519902（（金色新城社区支行金色新城社区支行）、）、8123126581231265（（香江华廷社区支行香江华廷社区支行）、）、8552310785523107（（星河国际社区支行星河国际社区支行）。）。

产品名称

新盈218号96天（新客户专属）

新盈220号208天（新客户专属）

新盈219号118天（新客户专属）

新盈221号223天（新客户专属）

龙盈ESG固收G款4号一年期

龙盈固收G款12号730天（科创优选产品）

发售日期

7.16-7.18

7.19-7.23

7.15-7.22

7.15-7.22

业绩比较基准

4.50%、4.58%、4.62%
4.52%、4.60%、4.65%
4.50%、4.58%、4.62%
4.52%、4.60%、4.65%

4.50%
4.90%

认购起点
（万元）

1、20、100

1、20、100

1

1

销售渠道

柜台、
手机、
网银

产品名称

聚溢融C3新客29

财溢融C3新客29

聚溢融C6养老29

聚溢融C1薪溢宝29

聚溢融C0薪溢宝29

募集时间

7.17-7.23

7.17-7.23

7.18-7.24

7.15-7.21

7.19-7.25

投资期限
（天）

91天

91天

181天

35天

364天

起售金额

5万元
（单户申购上限200万元）

200万元

10万元

5万元

5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45%

4.55%

4.20%

4.05%

4.20%

购买途径

柜面和
电子渠道

招聘职位信息
综合柜员若干，工作地点常州地区；零售理财经理若干，工作地

点常州地区，其中金坛地区定向招聘1名；零售客户经理若干，工作
地点常州地区，其中金坛地区定向招聘1名；公司客户经理若干，工
作地点常州地区，其中金坛地区定向招聘1名。

应聘基本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热爱浦发银

行事业，认同浦发银行的企业文化，服从工作分配；诚实守信、具有
良好的职业操守、品行端正、敬业爱岗、勇于创新；具有较强的工作
责任心、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具备良好的文字和
语言表达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性格开朗、思维灵活、身
体健康、无重大疾患病史，无违纪违规等不良纪录；符合我行亲属回
避的要求。

应聘岗位具体条件
综合柜员：年龄30周岁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两

年以上银行工作经历，熟悉银行柜面业务，具有较好的柜面业务
技能。

零售理财经理：年龄35周岁（含）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两年（含）以上银行理财业务营销工作经历，熟悉零售银行业
务和金融产品；有良好的业务拓展能力、社会活动能力，风险意识、
自律意识较强；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过往营销工作
表现良好；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及持有CFP、AFP等资源证书者优先。

零售客户经理：年龄35周岁（含）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两年（含）以上银行零售业务营销工作经历，熟悉零售银行业
务和金融产品；有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客户分析和风险判断能力；
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过往营销工作业绩表现良好；
有较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获客渠道者优先。

公司客户经理：年龄35周岁（含）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两年（含）以上银行公司业务营销经历；熟悉银行各类公司业
务产品、业务操作流程以及相关业务政策法规；具备较强的营销意
识、风险意识、自律意识，过往营销工作业绩表现良好；有丰富的客
户资源者优先。

应聘方式
凡符合应聘条件者，请下载并填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应聘报

名表(有工作经验人士)》,将报名表及本人近期彩照（生活照和1寸
工作照各1张）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rczp-njg@spdb.com.cn。

邮件主题请按如下样式填写：姓名+应聘岗位+期望工作地点
表格下载链接：
www.spdb.com.cn今日浦发版块—浦发招聘—浦发银行应

聘报名表（有工作经验人士）。
咨询电话:0519—88178907
以上岗位一经录用，我行将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我行对应聘者的信息严格保密，符合条件者，我们将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与应聘者联系。所有应聘者材料恕不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