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银行成立于1988
年， 是国内首批组建的股
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关注
人的发展，实现和谐共赢”
是广发银行一直秉承的社
会责任理念， 将公众对金
融服务的需求和体验作为
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不
竭动力。

广发银行一直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 高效
率、 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持
续扩大机构与网络渠道对
社会大众客户的覆盖面，增
强多渠道响应能力，提高社
会金融服务“获得感”。

为全面支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广发银行主动
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
一体化”“中国制造2025”
“双创”等国家重点战略规
划， 将超过一半的新增信
贷资源投入到国家重点战
略领域，提出“实施绿色金
融战略， 建设绿色银行”，
对节能节水、自然保护、清
洁能源及资源循环利用等
项目提供倾斜性资金支
持，对“两高一剩”限制性
行业客户实行严格准入，
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另外， 广发银行运用
“捷算通卡”打造小企业综
合金融服务平台， 创新推
出核心企业供应链、 政银
合作、 投贷联动等业务模
式， 有力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

根据国家关于稳定经
济增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振兴实体经济等战略
导向， 广发银行推行聚焦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项目和核心客户”的公司金融
“三重一核”重大项目。在“三
重一核”策略引领下，广发银
行去年对辖内大型客户资金
投放(含自营非标、理财非标)
余额4247亿元， 较上年新增
1010亿元，增幅31%，体现了
对广东乃至全国实体经济发
展的显著支持。

2008年， 广发银行与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成
立了“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经
过9年的努力， 基金运营日臻
成熟，形成多方参与、各尽其
力、 多维受益的力量。 截至
2017年10月， 广发希望慈善
基金共募集善款7200多万
元，使用6000万元，通过希望
图书室、快乐体育园地、电子
图书馆等项目，改善了超过15
万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广发银行将金融产品、
服务与民生领域有效融合，
着力构建养老金融服务新模
式， 加大对涉农领域的信贷
支持，支持“智慧医院”建设，
普及金融知识， 全面促进民
生福祉改善。

为解决农村贫困家庭脱
贫问题，广发银行施行“规划
到户、 责任到人” 的扶贫策
略，进行“授人以渔”的智力
扶贫，注重发挥村民委员会、
村党委会的工作积极性和主
动性， 引导村民转变发展思
维，坚持培养“造血”功能，以
着力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
突出问题为抓手，立足实际、
着眼长远， 扎实推进产业发
展“生态”工程、教育培训“培
智”工程、基础设施“惠民”工
程等八项工程， 截至目前已
投入近600万元帮扶资金。

■通讯员 肖华

广发银行：不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为公众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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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 湖南省消费者
委员会、 湖南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联合开展“金秋大讲堂”———
湖南省老年消费教育进省老干
部活动中心主题活动， 现场通
过上演情景剧、有奖问答、播放
受骗案例等方式向老年消费群
体传递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

购买保健品可报销85%
独居老人被骗20万

“65岁以上老人购买2万
元以上保健品就可凭医保报
销85%。”日前，上海市独居老
人钱奶奶接到了这样的诈骗
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市社会
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
钱奶奶，最近国家出台了新政
策， 购买保健品可用医保报
销。钱奶奶被骗子的花言巧语
说动了心，于是对方便寄来保
健试用品和个人材料明细，钱
奶奶也按照要求将填写好的
个人资料表和2000元现金交
到了快递员手中。短短两个月
之内，犯罪团伙多次以办理报
销银行卡、补齐个人资料等理
由为名要求钱奶奶缴纳了近
20万元。当钱奶奶意识到自己
上当受骗时，不仅手中的养老
金已全部被骗，还向周边邻居
借了几万元。

接到钱奶奶报案后， 警方
发现，该诈骗团伙分工明确、管
理严格，除了所谓的老板、财务
和话务员外， 该公司还有两名
主管负责团队管理和业务考
核。此外，犯罪团伙对与受害人
的谈话方式、 剧情渐进等都有
明确步骤， 对受害者的心理分
析、突破心理防线、如何解决尖
锐问题等也有详细方案。

“非法集资”披养老外衣
400名老人被骗1700万

“若不缴纳预约金，往后就订
不到养老院的床位。”这家名为桂
林福寿养生苑的民办养老机构在
推销时表示， 只需要签订合同缴
纳床位定金， 即使当期老人不愿
入住， 也可全额退还床位定金或
转租床位收取租金。 面对环境优
美、证照齐全、服务热情的养老机
构， 老人们纷纷掏出积蓄预定床
位。然而到合同生效之时，不仅此
前预定床位的老人无法入住，400
多位老人交纳的近1700万元定金
也无处可寻， 养生苑的法定代表
人也不见踪影。

对此，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福寿养生苑已涉嫌非法集资，
早已对其进行调查和警告， 还在
调查结果发布后吊销了养老院的
营业执照并进行公示。

“亲情牌”、“恐吓牌”
有可能都是“坑”

活动过程中，湘潭市工商局和
消委的干部职工还上演了《真假
“孝”心》的情景剧。情景剧讲述了
不良商家利用老年人的特点，采取
夸大宣传、诱骗等方式，推销一些
名不副实、质次价高的保健品以从
中谋利。此外，情景剧还强调老年
人应识别推销人员喊爸叫妈的“亲
情牌”。“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灵
丹妙药’， 老年人在大额购物时应
先与子女商量再做决定。” 中共湖
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教师杨燕曦
认为， 老年人的知识更新较慢，对
诈骗行为不太敏感，因此老年人应
培养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受骗后
也要通过正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见习记者 黄亚苹

老年消费教育走进湖南省老干部活动中心

老年人大额购物时可先与子女商量

国际大师打造的国际品
质、全新“Dagon�Face”设计语
言、领先的智能互联CarPad系
统、更适合主流家庭的232座椅
布局……凭借强大产品力，宋
MAX备受消费者青睐，11月订
单突破15000台， 展现出“爆

款”潜质。随着产能的释放，11月
宋MAX迈入月销万辆俱乐部。作
为比亚迪汇聚全球智慧的首款车
型，宋MAX无论整车设计、底盘
性能、 智能安全配置还是品质都
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正式开启
了比亚迪造车新时代。

比亚迪宋MAX跨入万辆俱乐部

12月7日晚，“品质启辰·智
联生活” 东风启辰全新启辰
T70上市发布会在重庆举行。
本次发布会上， 东风启辰正式
公布了全新启辰T70的价格，
新车搭载1.6L、2.0L、1.4T三款
动力，共计6款车型，售价区间

为8.98万元-12.78万元。
全新启辰T70是以满足用户

对高品质好车的追求为目标而打
造的全新高品质智联SUV， 是东
风启辰打造“能感知、会思考、易沟
通、更懂你”的启辰智联生活圈的
车联网战略下又一重量级车型。

全新启辰T70焕新上市

12月8日下午，猎豹汽车长沙
公司投产暨新能源汽车下线仪式
举行。 此次下线的新能源车型猎
豹CS9�EV，新车定位“i-SUV”，
是猎豹汽车面向移动互联时代推
出的战略产品，外观年轻时尚，搭
载一系列智能科技配置、 丰富的

信息娱乐系统， 将成为紧凑型都市
SUV市场的又一重磅车型。

下线仪式上， 猎豹汽车还透
露了与联想大数据已达成的战略
合作，未来将以数据为引擎，深挖
和探索工业生产数据价值， 推动
智能制造。

车讯

猎豹长沙工厂新能源汽车下线

本报12月12日讯 今天上午，
第五届“中国梦·中国车”中国品牌
汽车全国巡展总结颁奖活动在长
沙举行。据悉，本届汽车巡展由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活动自2017
年5月27日正式启动至2017年9月
24日历时五个月。

“本届汽车全国巡展以‘繁荣
中国品牌汽车市场、传播中国汽车
文化、引导中国汽车消费、发展中
国汽车经济’为宗旨，对中国品牌
汽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据汽车
工业协会展览部主任申跃生介绍，
第五届中国品牌汽车全国巡展主
要集中在河北、湖北两省的三线城
市。巡展积极宣传中国品牌汽车成
就，展示中国品牌汽车形象，累计
吸引参展观众十余万人。据不完全
统计， 此次巡展实现现场销量800
余辆，展后15天销售近3000辆。

■见习记者 陈柯妤

第五届中国品牌
汽车全国巡展颁奖

本报12月12日讯 今日，长沙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公示
了今年全市集中消毒餐饮具抽检
情况。全年共抽检40家(次)企业生
产的样品190份，合格188份，不合
格2份， 不合格指标均为大肠菌群
阳性，合格率98.9%。

5月至11月，长沙市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在全市开展了集
中消毒餐饮具卫生质量抽检，样品
全部送市疾控中心进行实验室检
测，检测项目为大肠菌群、沙门氏
菌。检查发现，长沙康利达洁具消
毒服务有限公司5月3日生产的1个
骨碟样品大肠菌群阳性，长沙洁达
餐具消毒有限公司5月3日生产的1
个筷子样品大肠菌群阳性。

■记者 张洋银

长沙全年消毒餐具
合格率98.9%

12月11日，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与陡岭路交会处新建成的新沙湖
桥市场完成主体建设、设备安装和内部装修，进入最后保洁扫尾阶段，预计本月
底投入使用。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菜篮子”
新鲜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