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

3月15日，长沙市芙蓉区政
府、人民银行长沙中支、工商银
行湖南省分行联合举办的“金
融消费者权益日” 活动在芙蓉
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着重突出
了防范电信诈骗、 抵制高息集
资诱惑等当前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热点问题。

为切实抓好金融消保工作，
除了日常的网点宣传和线下活动，

工商银行还推出了国内首款防电
信诈骗公益软件———“工银融安e
信”（公益版）， 并在该行互联网金
融社交平台“融e联”独家上线。

在活动现场，工商银行湖南
省分行副行长聂建国当起了推
广大使， 他介绍，“工银融安e
信”（公益版）以公安机关侦破的
电信诈骗案件涉案账号为基
础，通过建立风险黑名单库、打

造零时差响应的高级别安全工
具， 供社会公众在办理转账汇
款前对有关账号进行安全性查
询与参考。而在使用上，“工银融
安e信”（公益版）面向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使用， 市民只需要通
过手机下载并登录工商银行的
“融e联”APP，即可在“发现”栏
目找到并使用该软件。

■记者 蔡平 通讯员 沈威

近日， 海尔洗衣机2017年
品质体验巡展在长沙盛大开启。
活动现场，海尔邀请用户与硬币
达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硬
币造型，激起了用户无限的参与
热情。据了解，海尔洗衣机通过
线上交互和活动现场招募，征集
超百名硬币达人进行硬币创意
造型PK，最终6名专业硬币达人
脱颖而出，成为“惟楚硬币社团”
首席社员！

立硬币PK赛是海尔洗衣机
立足“安静洗”技术进行的体验
创新， 此外还有6米高的海尔滚
筒洗衣机模型，作为静音体验屋
让参观者体验三种不同电机的
噪音大小， 它与立硬币PK赛一
起，向参与用户展示直驱变频科
技的安静平稳优势。

活动当天，现场交互人数达
到400人，线上网红直播实时观
看人数突破25万人。 截至目前，
海尔洗衣机立硬币活动5个月时
间已经走遍了1/3个地球， 立起
的硬币数量和造型不断升级，从
“凯旋门”到“泰国大皇宫”，点燃
了全球用户的参与热情。

据悉， 在3月9日上海AWE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现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将
“1.8882米最高的硬币雕塑（无支
撑）”证书颁发给海尔洗衣机。这
一吉尼斯纪录称号由硬币达人
“力学哥熊袆” 在海尔洗衣机上
用22500枚一元硬币搭建而成。
海尔洗衣机之所以能创造世界
纪录，源于直驱科技创新，费雪
派克电机取消传统洗衣机的皮
带驱动，更安静、平稳，引领“安静
洗”潮流趋势。

接下来，海尔洗衣机品质体
验直播将陆续在全国各主要城
市举行，代表着全球洗衣机行业
领先科技的海尔免清洗、紫水晶
滚筒、子母机免清洗等多个产品
系列都将亮相，敬请期待。

日前，中国保监会已正式批
准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开业，宣告建设银行
旗下保险品牌正式进驻湖南保
险市场，湖南分公司也成为建信
人寿的第20家分公司。

据悉，自2011年7月揭牌以
来， 建信人寿从一家行业排名
仅四十多位的小型公司成长为

一家总资产破千亿、 遍布十多
个省份的大中型保险公司，湖
南分公司的设立是建信人寿借
助湖南保险市场发展的契机，
加快全国性布局的重要部署，
是建行集团在三湘大地纵深推
进战略转型，展示良好服务形象
的又一举措。

■通讯员 唐琴 记者 潘海涛

近日，兴业银行启动“兴航
程2017年合规内控提升年”活
动。据悉，此次内控活动覆盖全
行5万多名员工，兴业银行向全
体员工发出合规倡议书， 号召
“坚持良好职业操守、全面践行

合规文化、牢固树立底线意识、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坚决抵制
违规行为”，并印发案例警示教
育和培训手册，通过“合规下基
层”“合规大讨论”“合规大讲
坛”“合规竞赛”等专题活动，加

强合规文化传导。 行长陶以平
亲自挂帅任领导小组组长，旨
在强化“内控促发展，合规创价
值”的内部合规文化，进一步夯
实合规内控管理基础， 完善集
团合规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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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本报3月16日讯 通过网贷
平台发布高息虚假标的，经营8
个月后即跑路，长沙的P2P平台
华鑫恒生导致全国300多名投
资者损失1300余万元。今天，记
者了解到，华鑫恒生法人代表郭
海强近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半。

承诺年利率22%
以虚假标的吸引投资者

资料显示， 华鑫恒生网贷平
台成立于2014年4月3日，注册资
本为500万元，为郭海强与他人合
资成立，其中郭海强占股51%，担
任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同年9月，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1000万，郭海强占股67%。

实际上，这个平台并没有获
得金融主管部门的批准。郭海强
自行在这个网贷平台设定各种
虚假投资标的，通过网络、QQ等
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的年
利率高达22%，以吸引投资者。

全国各地的投资人通过这
个网贷平台进行投资，绝大部分
资金都是直接或通过第三方网
络支付平台汇入到了郭海强的
私人账户，郭海强又再以更高的

利率转贷给他人等方式进行营
利。

2014年12月， 因资金链断
裂无法继续对投资人还本付息，
公司倒闭，郭海强还煞有介事地
在网上发布了一封《致华鑫恒生
客户书》， 承诺在一年内追回逾
期欠款，然而没多久郭海强就失
联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获刑五年半

平台关闭后，众多投资者来
到长沙报案，郭海强被列为网上
追逃人员。直到2015年8月8日，
贵州省黎平县民警在县城一家
酒店进行排查时， 将郭海强抓
获。

湖南友谊司法鉴定所的鉴
定结果显示，2014年6月至2014
年12月，郭海强以华鑫恒生P2P
为平台，非法吸收574名投资人
投资共计3400余万， 至平台关
闭时，有329名投资人损失1300
余万。

最终，法院判决郭海强犯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20万
元， 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1300
余万。 ■记者 潘显璇

承诺年利率高达22%，高息敛财8个月后跑路，300多名投资者损失上千万

长沙一P2P平台老板判刑罚款退赔

实际上， 随着前几年
P2P的野蛮发展，各地都出
现过网贷平台卷款跑路的
情况。 网贷之家行业研究
员陈晓俊表示， 市民在选
择网贷平台进行投资时，
把握好几个投资的基本原
则，可以有效避免“踩雷”。

一是要甄别平台的优
劣，选择合规、实力雄厚的
网贷平台。

二是要注意平台的收
益率。 网贷平台的收益率
如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一定要仔细了解标的的详
情，综合判断是否靠谱，如
果收益率远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风险会很高，一定要
谨慎。目前，网贷平台的平
均年化收益率在9.5%左右。

三是投资前要多在第
三方网站查询资料、数据，
关注投资者的留言， 如果
有逾期记录或舆情等情
况，一定要慎重投资。

投资P2P
要把握几个原则

助力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行防诈骗应用免费开放

兴业银行启动“合规内控提升年”活动

建信人寿湖南分公司挂牌成立

本报3月16日讯 今天下午，
“文化企业创业成长高峰论坛暨
峰火文创&新大众创四创基地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长沙举
行， 各路创客名家齐聚一堂，就
湖南文创产业如何壮大发展展
开讨论。论坛上，北京峰火文创
中心携手湖南孵化器领军者新
大众创，将在长沙打造四创基地
的样板工程。

论坛上，北京峰火文创中心
将中国文化产业的第一块“四创

基地”牌匾授予了湘江控股集团
下的新大众创。“这昭示着娱乐
之都长沙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受
到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通过四创
基地的平台，湖南文创企业可直
接和北上广深等城市的资源深
度链接，长沙的文化产业发展将
迈入一个新的台阶，给文创湘军
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模式”，
全国青联常委、共青团湘潭市委
副书记杨怀保表示。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蓝

首个“四创基地”落户长沙

本报3月16日讯 今天，中
石化湖南分公司首次对外发布
了海龙燃油宝对发动机积碳以
及汽车尾气排放的检测报告。报
告显示，海龙燃油宝能将发动机
内部的积碳和沉积物清洗干净，
使油品燃烧更加充分，动力性能
最高可提升3.4%， 燃油消耗率

最多可降低2.1%。
据了解，目前网上有大量假

冒中石化海龙燃油宝在销售，劣
质的燃油宝反而可能会对汽车
发动机和油路造成损害。正品燃
油宝只能在唯一指定渠道———
中国石化旗下加油站购买。

■记者 潘显璇

海龙燃油宝最多可降2.1%油耗

“立硬币”的海尔洗衣机
在长成立惟楚社团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