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9日讯 记者
昨天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获悉， 该行溁湾镇支行上周
堵截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
骗案， 为客户挽回损失13万
元。

当时， 一位年近八旬的
老人拿着存折来到银行，要
求将13万元汇给北京的“侄
子”。 本着对客户负责的原
则， 柜员询问老人是否认识
汇款对象及汇款原因， 发现
老人是要将钱汇给“侄子”治
病，但对“侄子”的具体病情
和住院细节一无所知， 而且
老人的家人对汇款之事也不
知情。

出于职业敏感， 柜员意
识到老人可能被骗了。 为确
保客户资金安全， 工作人员
联系了老人的女儿请她马上

赶来银行进行确认。 见这笔
钱非但没有如愿汇走， 还惊
动了家人， 老人态度异常激
动， 不论家人和银行工作人
员如何劝说，仍执意要汇款。

支行工作人员以“没有
收款人联系方式无法汇款”
为由，从老人口中得知了“侄
子”的联系方式，电话询问其
所住医院及病情， 当工作人
员提出要亲自将13万元住院
款送过去时，电话那头的“侄
子”放弃行骗并挂了电话。经
银行工作人员和家属耐心解
释，老人才恍然大悟。

银行工作人员提醒，老
年人对诈骗事件的辨别能力
弱，易被欺骗，市民应多陪伴
关爱家中老人， 告知常见诈
骗手段，防止其上当受骗。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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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西街金象商务
会所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阳楼分局 2014 年 10 月 15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026001859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桥神话模特经纪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
税务局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税
号 430111732878943； 遗 失 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和 IC
卡，代码 7328789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上东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浣军宇 (湘阴 )股质登记设字
[2013]第 7 号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4306
24000032)。 湖南上东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李中飞(湘阴)股
质登记设字[2013]第 8 号股权
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权登
记编号:430624000033)均已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厚朴之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15 年 04 月 2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104000137767；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 33849047-3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国 )430104338490473， (地 )4
30104338490473，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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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亮才遗失身份证、驾驶证，
号码为：430481198411095670，
特此声明作废。

◆胡平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510525198510200047，声明作废。

◆范龙武遗失士兵证，证号:180
10666，声明作废。

◆范龙武，52212119901111121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戴向荣遗失安全评价师职业资
格证书，发证日期：2008年 10
月 23日，证号：080000000010
2623，声明作废。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12级护理八
班张艳君遗失报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和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辉阳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5年 7月 28日决议解散
公司，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请债权人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
方式：18573032288周志军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谢超前、秦艳红：
本会受理的[2015]长仲字第
625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城支行与你们之
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仲裁
员名册等有关材料， 请你们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会领取， 逾期即视为
送达。 你们选定仲裁员期限、
答辩期、 举证期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5 日、7 日、15 日内。
如双方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
内就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蒋太和
担任本案独任仲裁员， 并定
于 2015年 10月 21 日上午 9
时开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南
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熊焰遗失安乡县房屋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2011）364
号，宗地号 03-01-11-1490
（34）,声明作废。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2014 年
毕业生陈勇杰遗失报到证，证
号 201413044300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曹婷化妆品商行
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长沙
银行城南支行,核准号 J55100
26994001；机构信用代码证 ,
代 码 :G7043011102699400P,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大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非经营性收入专用手写发票
10份,发票代码:243001430429,
发票号码:60003291-60003300,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大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
道西二环与迎春路交汇处达美
苑第 13 栋 N 单元 25 层 25030 号。
联系人：钱世荣，电话：18874520888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方中君毅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
人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杨军虎，电话：13319521
983，地址：长沙市开福区福
元中路 66号美利新世界 1 栋 102

注销公告
湖南易海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呈亮 电话：18627591555

遗失声明
湖南易海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4301026940142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环平广告制作
文印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开福分局 2014 年 7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6002314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森平广告招牌制
作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1年 9月 2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056002904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先平广告制作文
印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1年 8月 10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05600283413，声明作废。

■通讯员 钟欣 记者 潘海涛

“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出台一年多了，而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目前也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着，但是好多适龄的小夫妻苦于经济压力
而不敢轻易决定生二孩，而有的小夫妻则想
通过投资理财来准备生育金。

【理财案例】

小张夫妇是一对“80后”夫妻，结婚已
经5年了，在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刚出台
时，他们就已经在考虑生二胎了，但由于
家里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要养活，再生一
个的话，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便想通过
投资理财的途径来准备生育金。

目前小张夫妇有20万元家庭存款，拥有
一套商品房， 每个月需偿还月供2000元，由
于上有老下有小，一直没有轻易进行投资理
财。小张自己做点生意，月收入1万元，妻子在
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工作压力不是很大，月收
入4000元，但是如果他们要二孩的话，其妻
子就有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不能上班工作，
家庭收入肯定会降低不少，他们希望理财师
能给予专业的投资理财建议。

【理财目标】

1、准备二胎的生育金。
2、 如何理财保障妻子产假期间的收

入不降低，为孩子教育提前积攒财富。

本报7月29日讯 富德
生命人寿VIP增值服务近
期推出“一路同行，富德相
伴”VIP客户赠险。 这款名
为“生命综合交通意外伤害
保险” 的赠险， 将为所有
VIP客户提供各类出行贴
身保障。

其中， 铂金VIP和钻石

VIP客户享受的私家车意外
保障的最高额度分别是10
万元和30万元。针对航空意
外，黄金VIP、铂金VIP和钻
石VIP三类客户可享受的最
高保障额度分别高达50万
元、100万元和500万元。

■通讯员 袁艺
记者 潘显璇

年轻家庭早理财，多养一个也不难

小张夫妇需为自己配置意外险与重疾险，为
三岁的孩子配置儿童教育保险，分期投入，年投
入占家庭收入的15%，为家庭保驾护航。

小张夫妇计划在近期生二胎，建议他们拿出
储蓄存款的3万元作为生孩子的营养费、 医疗费
及其他相关费用支出， 剩余17万元进行资产配
置。

为二胎的孩子筹备好教育准备金，配置基金
定投，选择金牛基金公司，配置2只基金定投，建
议一只为股票型，一只为混合型，兼顾收益与风
险控制，计划投资期限5-10年。

建议拿出半年的生活支出为家庭备用金，投
资于货币基金产品，风险较低，收益稳定且赎回
灵活， 以防家庭突发事件的发生。10万元做定期
存款，享受中国银行整存整取优惠利率。5万元购
买中国银行半年期理财产品， 中低风险系数，资
金流动性适中，预期年化收益率较存款高。剩余
少量资产投资于基金市场，享受股市上扬所带来
的收益。

富德生命人寿推出VIP增值服务

中国银行铁道学院支行理财经理舒
程表示，小张夫妇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丈夫， 夫妇
俩已育有一个三岁大的学龄前儿童，还
要赡养老人。 假设妻子生二胎休产假期
间， 按照所属事业单位每月2500元的基
本统筹工资计算， 小张夫妇去除房贷后年
收入为12.6万元，银行储蓄存款20万元，家
庭资产配置结构单一。 建议对现有资产进
行合理规划配置， 在兼顾风险的前提下通
过投资组合，实现家庭资产稳健增长，保证
“二胎生育金”和“孩子
教育资金”两不误。

理财规划

交行长沙溁湾镇支行堵截13万元诈骗案

A股市场震荡加剧，后
市投资难度将大大增加，普
通投资者可考虑借道好基金
参与牛市下半场。 尤其是部
分追求绝对收益的基金，可
确保收益及时落袋为安。记
者日前获悉， 银华战略新兴
灵活配置型基金将于8月3日
起发行。该基金以6%年化收

益率为业绩比较基准， 并将
引入浮动费率等多项创新设
计助力投资者掘金后市。据
悉， 银华战略新兴是继银华
回报之后， 又一只在绝对回
报基础上提取业绩回报的主
动管理性基金产品， 银华回
报在第二个运作周期的回报
率达到31%。 ■记者 黄文成

庆祝系列指数基金“容
易宝”大扩容，天弘基金再次
大撒红包，将在8月1日北京
卫视《最美和声》总决赛上
派送50万元支付宝口令红
包。这是天弘基金年内第三
次向全国网友派送支付宝
红包。作为最具互联网精神
的基金公司，多次采用最具

娱乐范儿的支付宝口令红
包回馈客户， 玩法新颖，业
内惊呼“天弘基金真的太会
玩了”。目前，口令线索已全
面登陆天弘基金微博、微
信、支付宝服务窗，供用户
提前摆好姿势，抢红包先人
一步。

■记者 黄文成

基金资讯

天弘基金再撒50万元红包

A股调整重在选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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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建议】

中国银行理财经理舒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