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广：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农户用于生产、经营周
转或购置商业用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消费贷款、助学贷款
均在服务范围内；

2.易：准入门槛低，申报资料简单，用款灵活掌握；额度
项下，授信资金循环使用；

3.快：“一对一”定制化服务、绿色通道审批、充足规模保
障，当日可获批复；

4.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申请，可享受优惠利率，
免收房产抵押登记费，免收不动产抵押评估费。

■通讯员 胡蝶 记者 潘海涛

连线 中行普惠金融贷款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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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专家”称
能治好糖尿病

“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你的病很好治的……”2017
年1月7日晚上7时许，刘女士
突然接到一条陌生人的短
信。陌生人自称叫“董天刚”，
77岁， 是北京朝阳中科研发
中心的离退休人员， 能够治
好她的糖尿病。

一开始， 董天刚免费给
刘女士寄了一些药品试用。
此后， 刘女士主动从董天刚
那里拿药，每次药费都需要2
到3万元， 且必须是邮寄现
金，不能转账。同时，董天刚
以年纪大了用不好微信为
由， 一直与刘女士通过电话
短信联系。

两人相熟以后， 董天刚
说手上有两个指标名额，可
报销刘女士的医疗费， 但要
先交一笔2.2万的手续费，刘
女士寄给了他。

谁料， 几天后董天刚给
刘女士打来电话， 声称为了
帮她违规办名额的事情被单
位知道了， 希望刘女士能帮
他交一笔罚款。

“我想着他都77岁了，因
为帮我办事被判刑， 忍不下
心。”刘女士说，毕竟对方是
给她办事， 出于同情， 她将
10.2万的“罚款”通过快递寄
给了董天刚。

狗血剧情上演
她被骗200余万元

2017年11月， 刘女士再
次接到董天刚的电话，说他得
了血液病， 要去美国治疗，之
后退休金会全部打给刘女士。

过了一段时间， 一名自
称叫段言海是董天刚朋友的
人与刘女士联系。 对方告诉
她董天刚已经去美国治疗，
由其负责给刘女士转退休
金，只是她还需要交手续费。
于是， 刘女士又给段言海寄
了13.6万元。

一年多的时间内，“董天
刚”“段言海”“白处长”“周智
德”“张成”等相继出现，事情
发展也像电视剧一样越来越
离奇， 这期间刘女士经历了

董天刚惨死、“财务总监” 成植
物人等等狗血剧情。

被骗得完全失去理智的刘
女士一次次地向对方寄去不同
款项， 资金不足时竟靠借高利
贷向对方寄钱。一年多时间里，
分别有5个号码与刘女士联系，
从她这骗走200余万元。

“寄快递单子共36张，一共
有230多万。”刘女士说，除了家
里的100多万积蓄，还借了100
多万元高利贷。 她因丈夫发现
家里的钱不见了， 而高利贷也
在逼还款， 她实在没有办法才
选择报警。

警方展开侦查
抓获嫌疑人

今年7月4日， 张家界永定
区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侦
查。此时，又出现了一名叫“任向
红”的男子与刘女士联系。

对方声称和段是一个单位
的，因为替刘女士办事，其他几
个人都出事儿了。 希望刘女士
给他寄一些古董古玩， 可以办
妥她的免费医疗的指标。

在收件地点，警方拿到了犯
罪嫌疑人的画像，又通过银行账
户查询，发现该犯罪嫌疑人银行
账户有大笔的现金存入。

通过侦查分析，“任向红”
和之前的5人，其实就是一个人
扮演了六个角色。

8月24日，民警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

常购保健品
被“盯上”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姓陈，
今年28岁，河北定州人。是保定
某商贸公司的保健品销售人
员， 受害人刘女士经常通过电
视购物购买其公司的保健品。
于是， 他就通过关系购买了受
害人刘女士的电话号码。

“和她聊了好几个月，等情
况都了解清楚了， 再一步步诈
骗。”陈某说，这才有了他一人
分饰六角。

据悉， 陈某诈骗所得大都
存进银行，或购置房产，受害人
钱财基本上可全部追回。

目前， 案件已移交司法机
关。

中国银行作为国际化
和多元化发展的优势银
行，在一百多年历程中，始
终秉承“担当 诚信 专业 创
新 稳健 绩效” 的价值观，
将爱国爱民作为办行之
魂， 将诚信至上作为立行
之本， 将改革创新作为强
行之路， 将以人为本作为
兴行之基， 树立了卓越的
品牌形象， 得到了业界和
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
银行， 中国银行致力于服
务国家战略、 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乡村振兴，高度重
视普惠金融事业发展。结
合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发
挥大行优势， 积极探索着
具有中行特色的、 可持续
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打造集团化
普惠金融服务架构

2017年6月20日，中国
银行举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揭牌仪式，中行普惠金融事
业部正式成立，中行普惠金
融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依托中银集团资源，中
国银行发挥集团化、多元化
优势，打造中行特色的普惠
金融服务架构。中国银行法
人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中
银 消 费 金 融 公 司 形 成
“1+2” 的普惠金融事业部
组织架构。集团其他附属机

构也结合自身实际， 从产品、
渠道、人员等方面与普惠金融
事业部进行协同并提供支持，
形成层次丰富、 覆盖广泛、合
作良好的“大普惠”金融机构
服务架构。

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银行依托渠道优势，
聚焦小微企业、贫困人群等普
惠金融重点服务群体的需求
“痛点”，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
式，全面服务普惠金融客户。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积
极响应国家普惠金融战略，
秉承“普及大众”“惠聚三湘”
的服务理念， 推出普惠金融
贷款，是基于服务实体经济、
扶持小微企业开发的专属贷
款品种， 着力于解决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普惠金融贷款品种具备
广、快、易、省等特点，通过提
升服务受众面、 降低服务成
本、 优化服务流程来提升小
微企业授信支持的便利性与
可获得性， 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

据悉， 只要企业经营年
限在两年以上或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从业经验在四
年以上， 信用记录良好的客
户，经过“借款人提交贷款申
请———上门资信调查———银
行内部评审同意” 三个简便
业务流程即可申请贷款。

“变脸男”扮演六角色，骗走病妇230万
惨死、植物人等狗血剧情相继上演 受害者被骗光积蓄还借了高利贷

家住张家界永定区大庸
桥办事处的刘女士是一名普
通的下岗女工， 辛苦半辈子
攒下的积蓄， 却因为一条短
信让她差点倾尽所有……

河北一男子利用电话
短信，一人分饰六角，在一
年多内，骗取刘女士两百余
万元，直到刘女士无力偿还
欠下的高利贷选择报警。近
日，张家界永定区警方在河
北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飞 郭颖

实习生 薛国清

中国银行：发挥特色优势
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今年债券基金暂时以3%正收益
领跑群基。一些投资策略独特、业绩表
现出色的债基品种引起了市场的关
注。 如天弘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采取了独特的货币增强策略， 以短期
债券作为底仓， 通过灵活的长久期债
券仓位配置来博取更高收益。 事实证
明， 这种以短期债券为底仓+量化增
强的投资策略较好地适应了今年的市
场环境。据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截至9
月7日， 天弘裕利A今年以来收益达
4.5%，高居同类前十。

经济信息

货币增强巧借债利
天弘裕利独特的攻守之道

9月11日下午， 华融湘江银行长
沙分行在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举办
“走进园区”银企对接会。活动现场，华
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金霞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
长沙江北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家园区企
业签署银企合作协议。

据悉， 华融湘江银行一直扎根于
湖南省本土市场， 主动对接全省118
家园区， 加大对园区企业的金融支持
力度，积极履行省级法人银行职责，支
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通讯员 王乐 记者 潘海涛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
举办“走进园区”银企对接会

30年前，广发银行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浪潮而生，今年迈入而立之年。随
着大湾区建设及“一带一路”的推进，
广发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空间更为
广阔，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故事
也在不断地展开。

广发银行充分发挥银行金融服务
作用，不断加强银政合作。该行率先在
业界推出“广发慧注册”惠民服务，为
客户提供一站式便捷商事注册登记服
务及银行金融服务， 并在广东省发行
具有金融功能的电子营业执照。

同时，广发银行紧跟“互联网”潮
流，解决企业对跨境业务时效性难题，
创新推出“跨境瞬时通”品牌产品，该
系列包括“瞬时达”“瞬时结”“瞬时汇”
“开证瞬时通”“来单瞬时通”五个子产
品， 实现了国际结算业务全流程线上
化、无纸化操作，并推动业务自动化处
理。 ■通讯员 肖华

广发银行
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9月10日、11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指导、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主办，
红网协办的“音为有你”2018湖南平安
爱心支教活动相继在桂东县寨前中心
小学、桑植县西莲明园小学拉开帷幕。

平安希望小学项目开展已23年，
在全国完成114所平安希望小学援
建。2007年开始， 中国平安组织开展
“平安希望小学支教行动”，截至2017
年12月，已有近6000名志愿者加入到
支教行动中， 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过
26万小时，累计受助学生达10万人。

■通讯员 汤琼

湖南平安人寿
举办爱心支教活动

诱

骗

捕

因

民警在收件地点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