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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行决策部署，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促进领导干部沉下去了解基层、了解客户、了
解员工的需求，解决基层、客户、员工反映突出的实际问题，工
行常州新区支行党支部围绕推动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
能力水平不断提升，组织支行领导班子成员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合理安排调研。新区支行个金业务多年来名列分行前茅，
但在网点建设、金融服务、市场拓展方面各有偏差，为此个人金
融业务分管行长就将调研地点放在基层网点；乡镇企业经济发
展是常州地方经济的强推器，新区支行有四个网点分设在航空、
汽配、工具、制造四大镇，如何振兴乡镇网点金融综合服务，课
题大、要求高。为此，支行邀请分行领导、条线专管参与调研，
力争取得实效。

突出问题导向。调研中，支行党支部围绕解决本单位或分

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突出短板和群众、客户反映强烈的热
点难点问题；围绕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围绕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落实“金融三大任务”、做好“六稳”工作、应对
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等，调查研究时明确调研主题，树立鲜明
的问题导向，既带着问题深入调研，又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查摆
问题，通过深入调研，真正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析透，研究
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施。

注重实际效果。经过前期调研，公司业务方向、基层网点
调研已结束，整理出问题清单，针对这些问题，通过调研，首先
问计于民，收集群众意见，其次班子成员结合分管业务集思广
益，寻找整治方法，形成调研报告，较好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调研转化为推动新区支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业务发展的动力与成果。 工萱

10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
正式发行 2020 版熊猫金银币一
套12枚，其中熊猫普制金银纪念
币 6 枚、熊猫精制金银纪念币 6
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货币。

2020 版熊猫金银纪念币正
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并
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均为熊
猫食竹图，并刊面额、重量及成
色。设计者宋丽娜表示，2020版
熊猫币的设计理念是 2019 版的
延续。2019 版是以母子熊猫为
主题，熊猫宝宝诞生在中国，躺
在妈妈的怀抱里；2020版是熊猫
宝宝长大了，躺在斜坡上边吃边
玩，展现熊猫童年的天真可爱，
也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纪念币规格、面额、发行
量来看，1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
普制币，含纯金1克，面额10元，
最大发行量 100 万枚；3 克圆形
金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3
克，面额50元，最大发行量80万
枚；8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制
币，含纯金 8克，面额 100 元，最

大发行量 60 万枚；15 克圆形金
质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 15
克，面额 200 元，最大发行量 60
万枚；30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普
制币，含纯金30克，面额500元，
最大发行量100万枚；50克圆形
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金50
克，面额 800 元，成色 99.9%，最
大发行量 3 万枚；100 克圆形金
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金 100
克，面额 1500 元，最大发行量 2
万枚；150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
精 制 币 ，含 纯 金 150 克 ，面 额
2000元，最大发行量1万枚；1公
斤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
纯金1公斤，面额10000元，最大

发行量 1000 枚；30 克圆形银质
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银 30克，
面额 10 元，最大发行量 1000 万
枚；15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含纯银150克，面额50元，
最大发行量 6 万枚；1 公斤圆形
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 1
公斤，面额300元，最大发行量2
万枚。

记者发现，10 月 30 日发行
当天，我市工商银行、民生银行、
上海银行、平安银行等陆续发布
熊 猫 金 银 币 的 购 买 渠 道 和 价
格。据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理财
经理介绍，2020 版熊猫金币 57
克金币套装（1 克、3 克、8 克、15

克、30 克各 1 枚）售价预估超2万
元，当天实时价格 21107 元/套，
30 克银币 188 元一枚。在工行

“融e购”平台上，记者看到2020
版熊猫金币 57克金币套装目前
售价21438元，2020版熊猫银质
纪念币分为含盒版十五枚套装
和无盒版十五枚套装两种产品
规格，售价分别为 32500 元和
30000 元。在中国金币网上商
城，2020版熊猫普制封装金币套
装（57 克）售价为 21444 元，同
时，各个规格的 2020 版熊猫普
制金银币的单枚封装版均有销
售 ，价 格 从 250 元/枚 —10798
元/枚不等。此外，某电商平台
也有 2020 年普制熊猫金币套装
销售，目前活动价为 21299 元一
套，各类优惠券叠加后，可以
20699元一套的价格入手。

记者了解到，我国熊猫金币
从1982年开始发行，每年发行一
套，到 2020 年，共发行了 39 版。
熊猫金银纪念币的图案每年变
化，而规格和发行量在不同时期
根据发行政策和市场情况进行
调整。2013 年 9 月 17 日，上海
零售中心顺利启动熊猫普制金
币回购试运行，并完成首笔回购
交易，实现了熊猫金币的投资属
性，进一步为金银币投资、收藏

者开辟出一条快捷的变现渠道。
“去年有客户 17800 元买了

2019版熊猫普制金币套装，目前
该套装售价近 21500 元，一年就
涨了 3700 元。目前金价在 340
元/克左右，57g黄金价值就高达
19380 元，考虑到工艺成本和收
藏价值，熊猫套币 21000 多元并
不算贵。”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
理财经理朱敏告诉记者，熊猫金
银币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
的法定货币，与南非福格林金
币、加拿大枫叶金币、美国鹰洋
金币、澳大利亚袋鼠金币并称为
世界五大投资金币，是当代中国
贵金属纪念币的品牌和明星产
品。不仅工艺精美，材质提炼纯
度高，而且目前的市场价格已经
基本与国际市场上黄金的价格
接轨，与目前在售的黄金首饰或
纪念金条相比，升水率是最少
的，完美融合投资和收藏价值。

“钱币收藏爱好者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每年收藏一套或多套熊猫
普制金币。若受资金限制，也可
以挑选对自己有特殊意义年份
的熊猫普制金币来进行收藏，以
示纪念，比如收藏孩子出生年份
的熊猫普制金币、结婚年份的熊
猫普制金币等。”

徐杨

2020版熊猫金币发行 投资收藏两相宜
“双 11”在即，不少消费者在疯狂“盖楼”、抢红

包，准备在“双 11”当天血拼一番。和往年一样，我
市多家银行纷纷加入“双 11”促销大军当中，不仅
通过多种方式为消费者荷包“输血”，部分银行还发
力自家电商平台，提供各类优惠活动。

推出专题信用卡优惠，是各家银行最常见的促
销方式。记者发现，今年“双 11”银行信用卡优惠
主要集中在“刷卡金”“秒杀”“玩转积分”“满额立
减”等形式，多家银行的“双 11”活动自 11月 1日就
已经开启，有的活动甚至延续到了 12月底，有的在

“双 11”当天会有特别优惠。如 11 月 1 日—10 日，
交通银行持卡人每天一笔线上消费即可抽取“双
11”当日额外奖励积分倍数和上限，最高可抽全天
10倍、10万积分奖励。

同时，银行和各类电商也开展了多样的合作，
尤其是今年多家银行与本地商家推出优惠活动。
如 11月 1日—11 日，市民在泰富百货购物，刷邮储
银行信用卡，单卡单笔满 1000 立减 100 元现金，每
天限前20人，每人每卡仅可参与一次活动。

此外，一些银行推出各类银行卡绑定快捷支付
的优惠活动。如支付宝内绑定建行卡的客户，在

“双 11”当天使用建行卡通过支付宝消费，即有机
会成为支付宝“双 11”锦鲤，获得支付宝消费金额
补贴。该活动锦鲤名额共 1111 名，补贴金额根据
建行卡当日在支付宝通道累计消费金额而定。其
中，消费 1000 元以下的，有 878 位有机会成为青铜
锦鲤，奖励888元代金红包；消费4000元以上的，有
66位有机会成为王者锦鲤，奖励4888元红包。

记者发现，今年不少银行系电商平台也推出了
各自的“双 11”大促优惠。如工商银行“融 e 购”推
出各类“万券齐发”“签到抽奖”“登录有礼”“叠加
满减”“免息分期返券”等多重优惠。在 11 月 11 日
—15日，在该平台购物，用户订单最高立减 200元，
还可叠加 10元—200元不等的电子券使用，享受双
重优惠；登录平台即有机会抽取华为 P30 大奖；到
主会场签到还有机会抽1111元优惠券。

此外，建行“善融商务”也推出直接领券、龙支
付满减、购物抽奖等多重优惠活动。如即日起至13
日，每人可领取满 50 减 10、满 100 减 20 通用券、满
50 减 25 爱心券各一张，双 11 当天还可加赠满 200
减 50 通用券一张；使用龙支付付款满 50 减 10、满
100 减 30、满 200 减 60，每人最多可享 180 元优惠，
11 日—13 日升级减更多，给力加赠满 300 减 100，
每人最多可享 200 元优惠；活动期间，下单还可参
与抽奖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双 11”在促进和便利
消费的同时，也爆出货不对板、价实不符、假冒伪
劣、刷单炒信、信息泄露等问题，消费者网络消费投
诉量连创新高。消费者务必多熟悉电商及相关经
营者的常见价格手法，尽量了解所购产品的质量价
格情况，不为低价所惑；多关注电商平台及相关经
营者资质和信用，理性参与促销活动，避免盲目选
购、冲动消费；若遇到相关问题，依法主动维权。

徐杨

“双11”即将到来，很多消费者
的购物车已经加满，但“荷包”似乎
还不够满。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双11”
前夕，部分银行会临时主动上调信
用卡用户的授信额度。不过，一些
不法分子也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
借机以“信用卡提额”名义实施
诈骗。

“想提升信用卡额度吗？点击
链接即可免费提升额度。”收到这
样的短信要小心，这可能是骗子的
圈套。据媒体报道，安徽某消费者
收到短信称可以提升信用卡额度，
便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表示能帮
忙提升50%的信用额度，但需要核
对资料，并提供其收到的短信验证
码。该消费者按照对方要求操作
后，他的手机立即收到了9500元
扣款短信，这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了。
据警方介绍，此类诈骗往往先

假冒某银行发送诈骗短信，谎称可
提高信用卡额度，并在短信中附带
网址链接。这些链接实为钓鱼网
站，一旦按网站上的要求填写个人
银行卡信息，信息便被骗子在后台
获取。随后假冒客服再以“提额申
请需提供验证码验证资产”等为
由，索要验证码，最终转账完成
诈骗。

对此，警方提示，办信用卡要
通过银行的正规渠道。如果接到
自称信用卡客服的电话，一定要多
加核实。切记不要将手机里的短
信验证码告知他人，也不要随意打
开短信、微信里的不明链接。同
时，管好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
正反面照片、本人手持身份证照
片、身份证上的具体信息。

此外，记者了解到，“双11”前
夕，部分银行会主动给消费者提升

信用卡额度。如收到“提额促销”
短信的工行持卡人，可以发送短信

“专享提额”到官方客服参加活动；
同时，即日起至2020年2月20日
期间，邮储银行调高客户的支付
宝/微信QQ端借记卡的快捷支付
交易限额，交易限额由原单笔1万
元、日累计2万元，提高至单笔3万
元、日累计5万元。其中，免除短
信校验交易的限额由原单笔1万
元，提高至单笔3万元。

采访中，多数银行信用卡中心
客服表示，临近“双11”，持卡人可
以通过手机银行、微信公众号等途
径自己申请临时提额。具体提升
的金额会由系统测评，主要取决于
平时的消费积累。值得注意的是，
与信用卡日常额度不同，临时额度
是有期限的，并且多家银行信用卡
的临时额度不可以选择账单分期，
也不能按最低还款额还款，到期时
需要一次还清。也就是说，如果持
卡人信用卡额度为3万元，临时额
度提高了2万元，当月消费了5万
元，那么下个月的最低还款额就是
3万元的10%加临时额度2万元，
合计23000元。此外，少数银行规
定临时额度没有免息期。因此，消
费者在临时提额前，最好咨询有关
银行客服，并考虑到自身还款压
力，量力而行。 徐杨

工行常州新区支行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工作

多家银行加入
“双11”促销大军

谨防“信用卡提额”诈骗
双十一前夕

持卡人可申请临时额度，部分银行会主动提额

产品名称

聚溢融C3新客45

财溢融C3新客45

聚溢融C6养老45

聚溢融C1薪溢宝45

聚溢融C0薪溢宝45

募集时间

11.6-11.12

11.6-11.12

11.7-11.13

11.4-11.10

11.8-11.14

投资期限
（天）

91天

91天

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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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4.35%

4.05%

3.90%

4.10%

备注

柜面和
电子渠道，

支持
份额转让

洗钱，助长走私、毒品、黑社会、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等严重
犯罪，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社会公平竞争，甚至影响
国家声誉。因此，华夏银行常州分行严格遵循相关文件精神，
依法采取反洗钱措施，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起到遏制其上游
犯罪的目的。

主动配合银行开展反洗钱工作 当您开立账户时，出示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配合银行依法留存身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
件；如实填写身份信息，如姓名、年龄、职业、联系方式等；配合
银行工作人员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确认身份信息；回
答银行工作人员合理的提问，如说明资金的来源、用途；杜绝使
用假名或冒名他人身份开户。

当您在银行柜台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
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时，应当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当您代理他人办理业务时，配合银行工作人员合理确认代
理关系；出示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代理人的姓名、联系
方式、身份证件的种类及其号码。

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客户，如您
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已过有效期，应当及时与银行联系并主动
进行更新，避免影响账户的正常使用。

提高个人洗钱风险防范意识 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
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身
份证件；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账户、银行卡、U盾；不要用自己的
账户替他人办理提现；不要替他人携带现金、有价证券出入境；
不要使用非法金融服务（如地下钱庄）。

反洗钱工作保护个人隐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重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并专门规定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而
获得的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要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
向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负
有反洗钱监管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
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行政调查，司法机关
依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刑事诉
讼。 华夏轩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提醒您——

远离洗钱 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