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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宁波分行积极开展 3·15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系列宣传活动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一个
为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而确定的日
子。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历年来均在 3·15
期间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
活动。活动期间，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各网
点均在营业大厅大堂醒目位置摆放各类
金融知识宣传资料，涉及银行卡防诈骗、
电子银行安全使用技巧、反假知识、投资
风险提示等内容。同时，各网点还设立
“金融知识咨询台”、
“ 行长接待日”等，由
行长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坐守，详细解
答客户疑问，耐心回答客户咨询，建立起
良好的宣传氛围。
同时，广发银行宁波分行还组织精英
员工组成了宣传小分队，走进学校、社区、
广场等，为消费者们普及金融知识。
学生们一般都会有储蓄卡进行转账
或刷卡消费等行为，但是他们往往在转
账、消费的时候安全意识不强，出现资金
被盗刷或受骗的情况。我行通过发放和
讲解活动宣传资料，帮助学生提高风险意
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保障客户的资金
安全。
除了“走出去”，广发银行宁波分行还
采取“请进来”
的方法，通过实践活动的形
式邀请余姚市区的中小学生来广发银行
体验“小小银行家”。向小朋友们宣传反
假知识，如何辨别假币；向家长朋友们宣
传普及金融广告基本知识、常见的非法金
融广告行为及识别方法、被非法金融广告
误导的救济途径等，帮助他们提高风险意
识和防范能力。
历年的
“3·15”
活动，
广发银行宁波分

A

行通过各部门、各网点工作人员的协同
配合，及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的紧密合
作，将消费者权益宣传范围扩大到各个
社会层面，以此将金融权利知识及金融
风险意识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
当中。金融消费者的维权宣传不仅仅
就在“3·15”当天进行，广发银行每日在
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亦向客户
普及金融知识，使金融消费者进一步准
确理解自身的各项法定权利，引导金融
消费者理性维权。

丰田在华首款新能源车型

一汽丰田卡罗拉双擎 E+纵情上市
近日，一汽丰田卡罗拉双擎 E+正
式登陆中国市场，共推出先锋版、领先
版、豪华版、旗舰版 4 款车型，补贴后售
价区间为 18.98-21.28 万元。作为丰田
在华首款新能源车型，
卡罗拉双擎E+将
展现产品与价格的双重竞争优势。
卡罗拉双擎 E+采用插电式混合动
力设计，专用充电桩只需 3 小时即可充
满，同时新车也支持家用电源充电，用
户无需依赖专用充电桩。卡罗拉双擎
E+纯电续航可达 55 公里，总续航里程
近千公里，并实现 1.3L/100km 超低综
合油耗，在无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油耗
也仅有 4.3L/100km，真正让用户摆脱
充电压力与油耗压力。
在动力系统升级的基础上，卡罗拉
双擎 E+将品质融入每个细节。前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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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格栅设计，
以及在车灯侧围、
车尾处的
PLUG-IN HYBRID 标识，
都彰显着新
能源车型的身份感。新增天际蓝配色、
独
有的高级棕色内饰，
进一步满足用户的审
美需求。车内后排空间达到960mm，
充
分保证了后排乘客的出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卡罗拉双擎
E+的上市，
一汽丰田为购车用户奉上六
大“纵情礼”，包括科技智能礼包、免费
安装充电桩以及电机、电控、电池享 8 年
20 万公里质保等专属礼遇。同时，
一汽
丰田开展了卡罗拉家族促销活动，
购车
用户可选择 2 年零利率（60%首付）、安
享贷（20%首付 2 年、
3 年低息）多种金融
方案，更可享受超值置换政策、定保通
等多重优惠，
轻松拥抱高品质绿色出行
生活。
包佳

烫一次；6、羊毛绒衫免费“去球”处理；
7、旅行箱（包）免费开锁；
8、滋补品免费
切片、打粉；
9、床上用品免费送货上门。
此外二百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 日 9
30-1130 在商店西门，
也有一场免费
咨询、
服务活动，
届时会为经过的市民朋
友提供VIP线上注册送礼、
皮带打孔、
眼
镜清洗、量血压等免费服务项目。
3 月 15 日—3 月 17 日活动期间，
刷建设银行信用卡或使用 pay 支付满
额就有精致好礼相赠。一楼中国黄金、
老凤祥品牌黄金饰品的“以旧换新”精
彩继续。二楼百田森女鞋 299 元起，意
尔康皮鞋以旧换新，旧商品单件抵用
100 元。三楼春季女装新品上市，部分
8 折。四楼羊绒毛衫春季特卖，羊毛衫
3 折起，羊绒衫 4 折起。五楼熊猫盼盼
全场 1 折。六楼的春季婚庆床品团购
节仍在继续中。
包佳

鄞州银行扎实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者
权责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提
升服务水平，营造和谐诚信的
金融环境，保护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近期，鄞州银行积极开
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
宣传周活动。
明确责任分工。鄞州银行
明确活动牵头部门和配合部
胡微波 摄
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上下
联动，
着力提升各支行网点和员工的参与度、宣教覆盖面和受众数量，
确保活
动取得实效。
创新宣传载体。依托网点，利用 LED 电子屏、液晶电视等渠道滚动播放
宣传图片和视频，营业厅内统一摆放 3·15 宣传折页。同时，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微信朋友圈，以及举办“金融微沙龙”
、
“金融知识大讲堂”等方式
开展全方位宣传，
不断拓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强化内外宣教。各支行广泛开展进社区、农村和院校等金融知识宣教活
动，持续推进“双百双千”行动、
“金融知识教育基地”建设。咸祥支行走进海
南村开展金融知识宣讲会，兴宁支行联合丹顶鹤社区举办“3·15 金融知识下
午茶”
活动等。
杨丹雅

B

建行宁波市分行开展
“幸福·遇见”
落地发布会
为抓住泰康医养社区宁波落地的有利时机，加快保险业务发展转型，3
月 8 日下午，建行宁波市分行联合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开展“幸福·遇见”泰康
医养社区落地发布会。
本次活动，
该分行通过数据挖掘联动筛选、梳理目标客户清单、进行活动
启动与培训；各支行做好二次启动、产品话术通关、营销场景演练等，提高客
户邀约成功率。整个项目通过 21 天的集中运作，最终邀请了 200 余位中高
端客户参加，
活动现场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为客户讲解宏观经济和养老趋势为
主题的高端课题、与上海申园居民一起，谈社区生活、谈幸福活力晚年，在场
客户掌声阵阵、纷纷拍照；
泰康医养社区宁波落地发布与方案解读，
也为客户
详细提供了养老规划和安排。
周洁 石志藏

C

中行慈溪分行与慈溪市
14 家国资平台和园区开展业务座谈会
近日，在慈溪市政府金融办牵头组织下，中行慈溪分行与慈溪市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管委会、慈溪市建设集团等 14 家慈溪市属国资平台公司和园区
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就未来银政合作方面内容进行座谈交流。
会上，
各平台公司及园区负责人介绍了各自基本情况、未来发展战略及融
资需求，
希望中行慈溪分行能为他们量身定制金融产品及提供优质服务。中行
慈溪分行就公司发债、
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融资等业务做了介绍，
并希望双方能
在传统融资业务、
产品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实现共赢。下步，
中行慈溪
分行将与各平台公司和园区深入对接，
为慈溪市经济转型升级作出贡献。 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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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成功发行 5 亿欧元
“凯旋债”
时值中法两国建交 55 周年之际，3 月 6 日，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成功发行 5
亿欧元
“凯旋债”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中法两国企业经贸往来，
增
进双方金融交流，
债券将在法国巴黎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债券发行品种为三年期欧元固定利率，中法多家银行参与承销，中
法投资者踊跃认购，
超额认购达 3.5 倍。债券的成功发行，
是中法两国在金融
领域的又一次紧密合作，
反映出两国金融经贸合作正朝着更深更广方向发展。
中国银行是最早进入法国的中资金融机构。中行巴黎分行成立于 1986
年，三十余年间，积极践行国家战略，勇担中法经贸合作的“主窗口”，致力于
用金融力量为中法两国架起友好往来的桥梁。多年来，
中行巴黎分行为中国
“走出去”和法国当地企业提供并购、投资等服务，持续发挥巴黎人民币清算
行作用，
积极助推法国及欧洲地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包佳

宁波二百放心购

春天的脚步在靠近，一年一度的
“3·15 消费者权益日”又要到了。本周
末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将推出一系列消
费者免费服务活动。
3 月 15 日的 930-1130 以及
1330-1700，宁波二百会特别邀
请到市质检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的专
家在一楼的黄金珠宝 6S 服务中心现场
对黄金珠宝进行
“免费检测”
，
每位消费
者可送检 2 件首饰。在此也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送检首饰时需携带身份证或
其他有效证件，否则将不予受理。
3 月 15 日当天除了黄金珠宝检测
外，宁波二百还将推出“顾客服务日”，
针对在店内消费的顾客提供下列免费
服务：1、线上会员注册送礼；2、黄金饰
品免费激光刻字、清洗、维修（材料费另
计）；3、钟表免费表带清洗、更换；4、皮
鞋免费抛光保养一次；5、服装免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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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宁波市分行全面实施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优化账户服务
银行账户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获取各项金融服务的重要前提，银行账
户的安全和便捷对企业经营发展意义重大。工行宁波市分行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证的通知》要求，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起全
面实施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截至 3 月 12 日，仅 12 个工作日，该行就
已办理企业新开户 618 户。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一是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自开
立之日即可办理收付款业务。二是核实开户意愿，
面对面或远程视频等方式
向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核实开户意愿。三是银行按规定审核企业
身份、开户意愿真实性以及基本存款账户唯一性后，即可为符合条件的企业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不再需要人民银行审批。
工行宁波市分行多渠道向企业人员普及相关知识，
介绍银行开立结算账
户基本流程以及最新改革内容，努力提升企业开户服务效率。同时，该行还
在手机银行推出了
“小微金融对公开户预约功能”
，
使小微客户能够更加顺畅
高效的体验开户。
沈颖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