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5日，华融湘江银行
正式推出手机银行“e把手”。
其服务范围不仅涵盖账户管
理、转账汇款、投资理财、公
务卡等传统金融服务， 还推
出了手机号转账、 二维码转
账、 摇一摇转账和在线缴纳
手机费、水费、电费、燃气费
等新型金融服务。

据介绍，该行“e把手”针
对各类安全认证工具工本
费、跨行交易电子汇划费、跨
行交易汇兑手续费、音频盾数
字证书年费、使用年费等项目
实行“零资费”优惠政策，让利
市民。“e把手”拥有iPhone版、
Android版和iPad版三个版
本，品牌兼容性强。还率先推出
在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均可
使用的通用音频盾，支付额度
高使用方便。 此外，“e把手”系
统还在金融信息保护、账户资
金安全和客户身份识别等方
面采取认证和加密措施，确保
客户资金安全。
■通讯员 刘双 记者 潘文秀

华融湘江银行
手机银行

“e把手”上线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兴业银行获悉，日
前，该行副行长林章毅与中国南车集团公
司副总裁詹艳景（以下简称“中国南车”）
在北京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全面深化战略
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兴业银行将为中国
南车提供1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并在国
际结算和贸易融资、投资银行、现金管理、
供应链金融、财富管理等领域为其提供优
质高效的综合化金融服务。

中国南车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特
大型装备制造集团，其在湖南省有南车株
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和南车株洲机电有限公司等三家
一级子公司。

兴业银行与中国南车的合作由来已
久，在众多领域均有深度合作。如兴业银
行长沙分行与湖南省南车系企业均有业
务合作，目前该行对湖南南车系企业授信
敞口超过50亿元，提供了传统信贷、财富
管理、票据池、现金管理、资金托管、中票
承销、代发工资等服务。此次签署协议，双
方将携手探索在产业基金、项目融资等领
域开展合作，全面助推中国南车实现行业
先锋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进程。

“我们将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继
续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助推我省南车系
企业发展，服务我省‘四化两型’建设。”兴
业银行长沙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 兴业银行已与国家电网、中
国中铁、中医药等16家央企签署了总对总
合作协议。该行长沙分行近年通过投资银
行、贸易金融、现金管理、财富管理等业务
积极服务国民经济支柱企业和地方经济
发展， 目前对我省的融资总量达到850亿
元。 ■通讯员 董生昭 记者 蔡平

兴业银行与中国南车
签署100亿元合作协议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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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已过去一半，不少
“金老板”开始在黄金饰品
的款式上下功夫， 期待能
在“黄金十月” 中小赚一
把。近日国际金价下跌，这
让静寂近两个月的金饰品
价格应声而动。不过，在零
售金价上并不明显， 长沙
多家黄金珠宝企业黄金饰
品价格只是小幅下调，其
中， 千足金饰品下降了10
元/克左右。对于在国庆准
备结婚的新人来说， 金价
下跌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
买入机会， 或许国庆的到
来， 有望让黄金消费市场
迎来销售旺季。

结婚旺季到，
金饰品较受宠

这两天， 三湘都市报
记者走访了长沙一些大商
场卖黄金饰品的商家，虽
然金价受国际金价的影响
有些变动， 比上个月每克
便宜10元左右， 在263元/
克-324元/克之间。

记者在世纪情珠宝店
内看到， 这家千足金价格
为276元/克。 来挑选的人
中年轻人比较多， 他们基
本上“锁定”金项链、金手
镯、金戒指。27岁的林小姐
笑眯眯地说， 因为马上要
结婚了， 就和老公一起来
商场挑选“三金”，“没想
到，这个星期又便宜了，对
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
是个不错的时机。”

同时，为了一表孝心，
她和老公又分别给妈妈和
婆婆各买了一只金手镯和
金耳坠，感觉特别划算。另
一知名黄金商家老凤祥黄
金价格为317元/克。 这家
店的朱经理说， 上个月还

是334元/克， 这个月就开
始下调了，1克便宜了17
元钱。

朱经理表示， 马上就
到国庆节了， 也是结婚旺
季买金的时候， 再加上现
在的金饰品每克才310多
元，比最贵时便宜太多了，
所以现在金饰品比较受
宠。而且，从七夕开始，许
多黄金商家都在搞活动，
做促销， 都希望在传统的
“金九银十”旺季卖得多一
些。

黄金投资功能弱化，
消费日趋理性

张六福珠宝店销售人
员曲经理告诉记者， 现在
的顾客相比去年的投资者
也更加理性， 黄金投资功
能被弱化。

一名刚刚购买了黄金
首饰的市民李先生说，他
原来买了300克左右的几
条黄金项链， 但是金价一
直波动不稳， 如果现在变
现或者调换的话， 每克至
少会损失100多元。他表示
“现在不会再想着黄金的
投资功能了， 选购金饰品
只注重它的装饰性。”

“现在黄金购买者大
部分并不是以投资为目
的， 都是有所需求才会购
置。 且更加注重饰品设计
的款式和工艺。” 曲经理
说，即使购买，一人一年也
最多买个三两次。

他认为， 最大的原因
可能还是金价不是很稳
定， 原本既能消费又能投
资的黄金饰品， 现在只剩
下消费的功能了。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王瑶 彭兰花

岳阳湘阴的糖糖今年7
岁， 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自幼习舞的她拥有令人羡慕
的长腿，可惜她的右腿由于骨
髓癌进行了截肢手术。突遭变
故，家里人伤心不已，但糖糖
却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截肢

后不但没有消沉，脸上总是挂
着笑容安慰爸爸妈妈。在得知
湖南福彩助残健康行活动后，
妈妈赶紧为糖糖报了名。糖糖
有个很简单的心愿，就是装上
假肢后，穿上最漂亮的裙子去
街上走一趟。

2014年湖南福彩助残健
康行活动报名目前已经告一
段落，工作人员正在对报名人

员进行核查，一旦资助名单确
定，工作人员将会在第一时间
与报名人员取得联系。

湖南福彩助残健康行到
今年是第9个年头，已帮助省
内6000多贫困肢残人士免费
安装假肢或给予生活救助。
获助者脸上的微笑和对未来
的憧憬， 是这一活动坚持下
来的最大动力。 湖南福彩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帮助更多的残
疾人士， 并期待他们都像糖糖
一样乐观向上，微笑面对人生。

■钟琪

长沙金价下跌，国庆前后值得出手

长沙业内人士肖先生
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实物黄
金时， 首先要确认发行黄金
机构是否具有授权及认证，
生产制造企业的生产水平
等，另外，实物金的回购条款
及手续费也要考虑。

而投资纸黄金要注意
的是， 市民购买须全额付款
且只能看涨。在交易方面，黄
金市场白天价格走势平稳，
夜间价格波动较大。不过，投
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制订黄金投资方案。

买实物黄金有讲究

贴士

对于未来走势，中国银
行湖南分行的外汇交易员
李经理表示，上周周五国际
黄金价格进一步下挫1%，触
及八个月低位，因缺乏实物
黄金和投资需求，且商品价
格普跌也向国际金价施压。

李经理同时指出，黄金
实货需求仍然很少，投资者
对贵金属和商品市场的买
兴总体也不高。以印度为例，
黄金价格过去一年下跌了
四分之一，令印度人对黄金
作为保值工具的信心动摇。
他表示，从周线级别收起的
实体中阴线来分析，未来金
价走势惯性继续下探的可
能性较大。从金价行情上看，
黄金的价格日线连续5连阴，
从目前来看没有企稳的迹
象，短期反弹可能性不大。

观察

金价或将继续下跌

湖南福彩助残活动报名名单审核中

近日， 由国内知名专业
人才招聘机构“中华英才网”
主办的“中国大学生最佳雇
主”评选揭晓，中信银行荣获
“全国性银行业十大最佳雇
主”奖项。

近年来， 大学生成为银
行业人才补充机制中的重要
部分， 中信银行近几年大学
生招聘数量也呈现出逐年快
速上升态势， 去年已超过了
社会在职招聘人数， 成为人
才补充的主要渠道。

此次获奖， 表明中信银
行在国内广大高校学生群体
中已建立了良好口碑， 为今
后更加有效吸引优秀大学生
人才创造了积极外部条件，
同时也将进一步激励和促进
中信银行持续提升招聘工作
质效， 为银行战略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打造一支更具活力
和后劲的人才队伍。

■通讯员 彭娇 徐娅
记者 蔡平

中信银行荣获
“银行业大学生
最佳雇主”奖

为进一步普及反假货币知识，维护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
环境，近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在全行范
围内积极开展“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宣传
活动。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将本次宣传活动
与提升现金服务水平专项活动、残损币回
收等工作相结合，规范防假币、反假币工
作流程。一是在长沙万达影城、王府井影
城等各大影城设置反假常识、 假币识别、
残损币回收等咨询服务处，悬挂反假宣传
横幅，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二是深入城市
风情、珠江花城、黄金水岸等社区，发放反
假宣传资料，向社区居民认真讲解假币识
别技巧和知识； 三是到人流密集的广场、
商场、车站、批发市场开展反假币宣传培
训、反假货币知识讲座；四是开展兑零换
残相关活动，开通绿色通道，设立专门咨
询柜台为客户零兑整及换残服务。

■通讯员 熊芳 记者 梁兴

金融知识万里行专题七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积极开展反假货币宣传

渤海银行宣讲现场。

金价下跌，给准备结婚的新人提供了很好的买入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