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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交通银行推陶瓷文化主题卡
近日，交通银行在全国推出陶瓷

文化主题卡，这是该行打造“瓷金融”
品牌、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转型发
展的又一创新举措。自重新组建以来，
交通银行一直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产业转型为己任。此次发行陶瓷
文化主题卡，是该行根据江西省千年
瓷文化的区域经济特色，结合全行“财
富管理银行”战略的新举措。

据统计，截至 4月末，已有近
500位市级以上陶瓷大师成为交通
银行的优质客户，其中国家级大师
（含教授）30多人、省级大师近百人。
同时，交行加大了对陶瓷产业中有市

场需求的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加
强与知识产权局、中小企业局的合作
力度，规范担保公司管理，深入推进
完善陶瓷行业小企业，“包调查、包发
放、包收回、定绩效”的“三包一定”贷
款考核机制，完善小企业贷款流程助
力陶瓷产业小微企业做大做强。截至
4月末，仅交行景德镇分行投向陶瓷
行业贷款余额近亿元，其中陶瓷企业
客户12户，贷款余额6400万元，陶
瓷商户客户11户，贷款余额逾750
万元。“瓷金融”品牌的推广，不仅给
交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使得
“瓷金融”品牌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

可，“景德瓷、天下藏，瓷金融、在交
行”已深入人心。
此次交通银行发行的陶瓷文化主

题卡，是以陶瓷元素为卡面而专门设
计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面向陶
瓷大师发行的陶瓷主题卡，持卡客户
可尊享“结算优惠、信用贷款、专享理
财、增值服务”四大服务功能；另一类
是针对商贸客户发行的陶瓷商汇卡，
持卡人可尊享“结算优惠、融资便捷”
两大特色功能。根据上述两大类客户
的特殊需求，交行还将量身定制、创新
产品，提供特色增值服务。

交萱

平安银行代售电子式储蓄国债
现如今理财产品因期限多、产品

类型丰富而越来越大众化，但是被称
为“金边债券”的国债依旧是短期资金
的主要流向地。从安全性来说，国债的
发行主体是国家，具有最高的信用度。
从收益方面来说，国债收益率高于定
期存款，3年期国债利率 5%，5年期
国债利率5.41%。从流动性上看，银行
理财产品一般无法提前支取，定期存
款提前支取部分将按银行当日挂牌的
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国债若提前
支取，除按兑取本金收取少量手续费
外，可按实际持有时间及相应分档利
率计付利息。从购买门槛来说，一般的
理财产品需要5万元起，但是国债最

低仅需要100元即可。
国债分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

和电子式储蓄国债。凭证式国债是一
种纸质凭证形式的储蓄国债，可记名
挂失，安全性较好，但提前兑取是一
次性的，不能部分兑取，流动性相对
较差，适合老年人购买；记账式国债
是以无纸化方式发行，可随时买卖，
流动性强，每年付息一次，实际收入
要比票面利率高，认购时不收取手续
费，不能提前兑换，只能进行买卖，但
券商在买卖时要收取相应的手续费；
电子式储蓄国债是以电子方式记录
债权的一种不能上市流通的债券，没
有信用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同时免

去了投资者保管纸质债权凭证的麻
烦，债权查询方便。电子式储蓄国债
可部分提前兑取，但需按本金的1%
收取手续费，需注意的是在付息前15
个交易日不能提取，比较适合稳健型
投资者。
6月10日，平安银行常州分行将

代售2014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
债，此次发行的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购
买国债，利国利民，感兴趣的投资者可
以拨打电话 86929263、86929270、
86929303进行咨询，或者到平安银
行常州分行（飞龙东路 288号!家乐

福超市对面）关注相关信息。
平宣

浦发银行独家代销巴西世界杯特许纪念金钞
《2014年巴西FIFA世界杯纪念

章》特许产品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以
2克Au.999纯金打造，正面主要采用
巴西世界杯会徽、吉祥物及比赛场馆
图案；反面主要采用巴西世界杯会徽
及运动员剪影图案。产品采用国际上
最先进的黄金雕刻工艺，在仅有五分
之一纸币厚度的黄金上进行双面精细
雕刻，正反两面从图案到底纹都清晰
可见，在所有世界杯的特许产品中是
独树一帜的。产品包装采用特种水印
防伪功能的人民币专用纸，每套产品

一对一配有国际足联特许授权的官方
防伪标签和收藏证书。中国地区限量
发行80万张,且仅在浦发银行渠道
代理销售。
核心价值一：全世界第一枚体育

赛事“黄金纪念钞”。国际重大体育赛
事对于特殊纪念品的审批程序十分复
杂，尤其国际足联对于“纪念钞”的发
行更加慎重，加之黄金的昂贵，所以历
届体育赛事从没发行过任何“黄金纪
念钞”。
核心价值二：八十四年世界杯历

史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每届世界
杯都精彩纷呈，出现过很多经典时刻
和伟大纪念品，但“纪念钞”从来没出
现过。它的出现，是世界杯纪念品发行
历史上的全新突破，堪称世界杯纪念
品历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核心价值三：中国收藏爱好者必

须珍藏的第二枚体育盛事纪念钞。第
一枚“奥运纪念钞”最高升值达500
多倍，“世界杯金钞”不仅同属顶级赛
事纪念钞，而且首次以黄金打造，未来
收藏空间非常值得期待。 浦萱

君弘一户通
资金管理、理财、生活服务一站全搞定

君弘一户通是国泰君安为客
户建立的统一管理账户，可以集
成客户在国泰君安开立的各类实
体账户，包括证券账户、信用账
户、资管定向账户、期货账户等
等。
一个账户"全面管理#开通君

弘一户通后，可通过国泰君安营
业部柜台或登录君弘一户通对实
体账户进行绑定，将名下的证券、
期货、资管、场外等各实体账户实
名绑定到君弘一户通账户，轻松
实现对各实体账户的综合管理。
一套密码"综合理财#登录君

弘一户通，通过已实名绑定的实
体账户，可直接进行证券、期货、
融资融券、场外市场等交易下单，
购买各类理财产品。

网络购物# 通过君弘一户通，
在一号店、百联E城、蜘蛛网、百
合网等平台上购物消费，均可直
接支付，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
您的体验。

生活服务# 未来您的证券资
金账户将可以直接缴水电煤、固
话宽带账单、手机充值、交通违章
缴费等。还有贴心的提醒服务，保
证您不会错过账单缴费日期。

国泰君安君弘一户通依托一
站式平台、统一的管理账户、统一
的系统服务界面和体系，只需“一
个账户，一套密码”，就能全盘掌
握您所有账户的资产，随时进行
实体账户交易下单。营业部咨询
热线：86606772；地址：常州广化
街189号 国泰君安

新三板 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器”
新三板市场全称为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中国证监
会监管下的全国性证券市场，也
是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后，第三个全国性证券交
易场所。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明
确了新三板市场在中国资本市场
体系中的地位，将使其成为科技
型、创新型创业企业的“孵化器”。

在新三板挂牌，对企业来说：
第一，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第二，
提升挂牌企业融资能力，可通过
股票定向增发或债券发行实现直
接融资，也可通过授信额度的提
高增加银行间接融资，能有效解
决创业型企业资本不足的问题。
第三，增强股票流动性，提升股东
股份的价值，也将方便投资机构
的进出，激发包括PE在内的投资

机构的投资热情。第四，助推企业
上市，《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
[2013]49号）明确指出，在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
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
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第五，吸引
和留住人才，挂牌企业的股权、期
权不再是没有意义的数字，而是
看得见的财富。第六，提升品牌价
值。第七，企业挂牌周期短、成本
低，各地政府对挂牌企业也有一
些相匹配的奖励政策。

华泰证券常州分公司已与常
州君合科技达成协议，为这家高
科技公司进行上市辅导。详情请
咨询您的服务经理或华泰证券投
资理财热线：0519-86812089。

华泰证券

建行“e路通”，欢乐“淘常州”

即日起至12月31日，建行开展
欢乐“淘常州”———万份移动流量红包
免费送活动。活动期间，常州建行手
机银行客户进入淘常州手机客户端专
属活动页面，通过建行手机银行向淘
常州虚拟账户充值0.01元，即可免费
获赠“常州移动 30M 流量包”一个，
每个常州移动手机号码每月限赠 1
次，共1万份。
流程：建行手机银行客户下载淘

常州手机客户端 -登录后进入活动

页面，点击支付-输入要充流量包的
常州移动手机号码，或填写收货人信
息，收货人手机号码即为赠送流量手
机号码 -选择建行手机银行支付
0.01元确认客户身份，成功后即可获
赠常州移动30M流量包。
流量包3个工作日内生效，淘常

州将在 5个工作日内返还支付的
0.01元。
注意事项：每个淘常州用户每月

限购一次流量；必须使用建设银行手

机支付，活动以付款成功为订单完成
标志，点击“支付”后请在 30分钟内
一次性完成订单流程，以免错失时机，
支付成功后，不予退换；赠送的常州移
动30M流量包仅针对常州地区移动
手机用户，如果手机为欠费、停机等非
正常状态，则不能赠送，赠送的流量
2G、3G、4G网络均可使用。

详 情 咨 询 淘 常 州 客 服
400-678-0519。

建萱

警惕非法集资
当前，我国非法集资形势依

然严峻，非法集资手法花样翻新，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主要发现有以
下六个典型的手法。

第一种，借国家支持民间资
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政策，谎
称已经获得或者正在申办民营银
行的牌照，虚构民营银行的名义
发售原始股或吸收存款。

第二种，非融资性担保企业
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非法集资，
通过发售虚假的理财产品、虚构
借款方，以提供借款担保名义非
法吸收资金。

第三种，假冒或者虚构国际
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并在网上发
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境外上
市、开发高新技术等信息，虚构股
权上市增值前景或许诺高额预期
回报，诱骗群众向指定的个人账
户汇入资金。

第四种，以投资养老公寓、异
地联合安养为名，以高额回报、提
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
众“加盟投资”；通过举办所谓的
养生讲座、免费体检、免费旅游、
发放小礼品方式，引诱老年人群
众投入资金。

第五种，以毫无价值或价格
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等所
谓的收藏品为工具，声称有巨大
升值空间，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
价回购，引诱群众购买。

第六种，套用互联网金融创
新概念，设立所谓P2P网络借贷
平台，以高利为诱饵，采取虚构借
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
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

中信建投提醒广大投资者：
非法集资犯罪手法层出不穷，需
增强风险意识，谨慎选择投资渠
道，谨防上当受骗。 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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