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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盛夏，注定是全世界足球迷们
狂欢的节日。随着俄罗斯世界杯的日渐
临近，广大球迷的热情日益高涨，围绕世
界杯主题开展的各类盛宴也纷纷上演。

6月 4日，兴业银行携手 Visa在上海
举办首发仪式，重磅推出“兴业银行Visa
FIFA 2018世界杯主题白金信用卡”，并宣
布开启为期两个月的兴业信用卡“燃情绿
茵 活力足球”2018夏日活力节活动。

据悉，“兴业银行 Visa FIFA 2018 世
界杯主题白金信用卡”借助国际足联与世
界杯官方赞助商——Visa的资源优势，融
合金融便捷支付、境外优惠刷卡与跨界创
新营销，除具备信用卡基本金融功能外，
还给广大球迷们带来 2018世界杯专属权
益，包括俄罗斯当地指定酒店、指定商场
的折扣优享和满额送礼等，为铁杆球迷赴
俄罗斯现场体验世界杯提供有力臂助。

紧扣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赛事节
奏，兴业银行还将启动为其两个月的兴
业信用卡 2018夏日活力节活动，联合Vi⁃
sa、蒙牛、京东等品牌与渠道，重点打造
有奖竞猜、积分兑换、球星见面、体育用
品特惠、境外刷卡优享等系列特色活动，
积极回馈广大球迷客户，倡导时尚健康
用卡理念，为动感十足的足球盛夏添彩
加墨。

在 2018世界杯主题白金信用卡首发
仪式上，Visa向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授予
2017年度“产品创新奖”和“市场发展奖”，
以表彰兴业信用卡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
方面的突出表现。Visa大中华区总裁于
雪莉表示，近年来兴业银行信用卡在金融
支付创新、用卡场景建设、增加持卡权益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是Visa与兴业银行多年来深入合作的

重要基础。2014年巴西世界杯，Visa即与
兴业银行合作推出了世界杯主题信用卡。

兴业银行从信用卡发卡之初即与
Visa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兴业银行
银行卡与渠道部总经理汪宇表示，从该
行首张白金信用卡到星座卡，再到艺术
主题卡等，均得到 Visa 在消费者特征洞
察和产品研发扶持层面的支持。近年
来，作为“体育+金融”的先行者，兴业信
用卡瞄准我国 5亿体育人口红利不断推
陈出新，期间与 Visa 的合作不仅涉及世
界杯主题信用卡，还覆盖其他体育赛事，
如今年年初面世的平昌冬奥主题白金信
用卡，双方在体育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
未来合作空间将更加广泛。汪宇介绍，
截至目前兴业银行Visa品牌信用卡发行
量已达到 176万张。

□ 兴业

燃情足球梦

兴业银行2018世界杯
主题信用卡首发上市

为进一步提升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5月以来，宁德农商银行通过走村入户、摆摊设点、厅堂“微沙龙”
等方式深入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在人员密集场所提供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材料，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金融客户提
示非法集资风险、宣传非法集资危害。

本次宣传活动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法律政策宣导为重点，加强对热点概念炒作型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防止政
策被误解，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营造了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受到
群众的一致好评。 王亮 摄

近日，惠誉、穆迪两大评级机构相继宣布上调
中国银行多项指标评级。调整后，中国银行各项
外部信用评级继续保持国内商业银行最高水平。

5月16日，惠誉宣布调高中国银行生存力评
级，从“bb”上调至“bb+”，同时维持长期外币发行
人违约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5月30日，穆
迪宣布将中国银行基础信用评估从“baa2”上调
至“baa1”，并维持长期存款评级“A1”、评级展望

“稳定”。穆迪同时上调了中国银行发行优先股
及次级债的评级。

此次中国银行评级上调，反映了市场对中
国银行战略发展方向、未来经营前景、风险管理
成效等方面的充分肯定。惠誉指出，中国银行
全球化发展有助于对冲国内信贷风险，在全球
加息趋势下，境外净息差有望逐步改善。穆迪
同样肯定了中行全球化经营优势，认为中国银
行海外资产占比较高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更好
把握跨境业务机会。两家评级公司均指出，中
国银行在理财产品及同业投资领域敞口较低，
在监管趋严环境下所受负面影响较小。

作为国内唯一连续经营百年的金融企业，
中国银行是我国全球化、综合化程度最高的银
行。截至 2018年 3月末，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
20.16万亿元，连续七年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
行，连续29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主要财务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水平。 □ 中行

6 月 3 日，宁德工行团委联合宁德海
关，组织双方青年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在
宁德市区共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履行社
会职责——拾荒慢跑（plogging）活动”。

本次活动中，青年志愿者穿着统一的
志愿者制服和号码牌，从宁德海关出发，

带着垃圾袋绕城慢跑，并利用慢跑过程中
的短暂间歇弯腰捡起地上的垃圾。旨在
通过体育健身、绿色环保与社会公益有机
融合的方式，引导青年员工积极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履行社会责任，营造青年员工
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

据悉，这种名为“plogging”（拾荒慢
跑）的公益活动源自瑞典。有数据显示，
普通慢跑平均每小时消耗热量 235 卡路
里，而 plogging 每小时平均消耗热量 288
卡路里，不仅有益身体健康，还能促进环
境卫生。 □ 刘昕

一、活动名称

微信支付积分权益月票

二、活动时间

2018年 6月 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三、活动对象

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商务卡、准
贷记卡除外）

四、活动内容

农行信用卡持卡人通过掌上银
行 APP-附近-精品秒杀专区-“微
信支付积分权益月票”栏目-勾选
信用卡-点击领取，领取当月（自然
月）通过勾选的信用卡进行微信支
付消费，公务卡每消费人民币 1元
计 1.5个积分，其余卡种（不含商务
卡、准贷记卡）每消费人民币 1元计
1个积分。

五、活动细则

1、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可参加本
活动，商务卡、准贷记卡不参加活
动。

2、若持卡人为名下多张卡领取
积分权益月票，需再次进入栏目进
行选卡领取操作。

3、积分将于领取积分权益月票
的次月起 60天内调整至持卡人勾
选的信用卡账户，请务必保证卡片
状态正常。如因持卡人卡片状态不
正常等原因造成积分调整失败，及
持卡人未在领取当月（自然月）使用
勾选的信用卡进行微信支付的，视
为持卡人自动放弃权益。若持卡人
勾选的卡片在“微信支付”渠道解除
绑定、或符合条件的消费发生退货
或撤销，则不计积分。

4、持卡人消费时间、消费金额
以农行系统入账时间、金额为准。

5、持卡人可通过农行掌上银行
APP或农行信用卡微信服务号等方
式查询积分余额。

6、如持卡人出现下述任何情
况，权益资格将被取消，已调整的
积分将被追回，包括但不限于：进
行虚假交易或者违法交易、领取积
分权益月票的信用卡账户出现逾
期、冻结、止付、注销等不正常状
态，违反《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
卡章程》、《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
卡领用合约（个人卡）》及其他相关
规定。

7、本活动涉及的任何问题，持
卡人可于 2018年 10月 31日前拨打
我行信用卡客服热线反映。

8、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有
权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解释、
修改、变更本活动条款及细则（包括
但不限于延迟或提前终止本活动
等），并于中国农业银行网站或其他
相关渠道公告后生效，敬请持卡人
留意。

农行信用卡“微信支付
积分权益月票”活动

中国银行领先跨境特色市场
打造综合金融移动门户

近期，中国银行积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技
术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新实践，以科技引领推动
全行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客
户体验。

据了解，中国银行始终坚持“移动优先”的发
展策略，将手机银行打造成综合金融移动门户。
2018年2月推出的全新手机银行服务，利用移动
互联、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新技术，为客户提供账
户管理、转账汇款、信用卡、生活缴费等金融服务，
打造跨境金融、移动支付、资产管理特色专区，支
持超过200项银行主要金融服务，以及积分兑换、
优惠券抢购等惠民服务。新版手机银行还支持
人脸识别自动注册，客户无需前往网点办理，在
家中即可开通并使用手机银行全部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银行手机银行依托集
团全球服务优势，打造的一站式跨境金融特色
专区，为客户提供结汇购汇、跨境汇款、留学贷
款、境外银行卡紧急挂失、出境游保证金、意外
险、外币理财、电子名片等丰富服务，满足国际
商旅、出国留学、外币投资等各类客户需求。

在跨境金融专区中，中行不仅在业内率先
推出个人外币现钞预约服务，打通线上线下业
务流程，便利客户兑换外币，还支持GPI“中银
智汇”全球汇款，最快 2分钟全额到账，实现汇
款全流程掌握。 □ 中行

惠誉、穆迪两大评级机构
上 调 中 国 银 行 评 级

宁德工行联合宁德海关开展拾荒慢跑活动

近日，邮储银行屏南县支行成功拦截
一起电信诈骗事件，及时维护了客户利
益，为客户挽回经济损失9.5万元。

当天上午，屏南县支行的清洁阿姨吴
大姐边做卫生边打电话，神情紧张，精神恍
惚，该行业务管理员及风险经理见状立即
警觉，经询问，吴大姐接到一个自称为省公
安厅的电话，与其核对相关身份信息后，告
知吴大姐有人盗用她的身份证件申请了一
笔200万元的贷款，涉嫌欺诈行为，要求其

保持手机通畅，不得中断通话，并要求将资
金转至“安全账户”，执行远程监控。对方
要求吴大姐立即将银行卡里的 9.5万元存
款转入诈骗分子的银行账户，并告知验证
码。银行工作人员意识到是电信诈骗后，
立即提醒吴大姐不要轻信，勿将手机验证
码告知犯罪分子，并立即报警。随后，宁德
市反诈骗联动中心也向她的亲属电话预
警。此时吴大姐方才意识到是电信诈骗，
立即切断电话，成功保住了9.5万元资金。

此次成功拦截电信诈骗，得益于该行
员工日常工作中对电信诈骗案例的深入
学习，熟悉掌握各类应急处理程序，熟知
犯罪分子冒充公安局、通信局、举报中心
谎称涉案、身份证被冒用等诱使客户转账
的作案套路，才能在关键时刻把好电信诈
骗的最后一道关口。邮储银行也将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一如既往地加强防范客户
和银行经营风险，切实保障广大客户的资
金安全。 □ 郑爱星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购买前请仔细阅读产品风险揭示书。
近期优惠 交通银行宁德分行新客户送500元贴金券 拼团理财4以上最高平分800元贴金券

交通银行营业部 : 宁德市闽东中路22号人大信息楼（山水大酒店旁）
理财热线：2511808 联系人：田经理18659389558

交通银行万达支行：宁德市东湖御景21幢一层101（万达金街对面）
理财热线：2511867 联系人：林经理 18859396907

精品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2102180273

2102180268

2641180351

2242180194

产品名称

交银添利迎新2号

交银添利12个月

稳添利拼团理财

沃德添利6个月

销售起日

2018/6/5

2018/6/5

2018/6/4

2018/6/1

销售止日

2018/6/11

2018/6/11

2018/6/7

2018/6/7

期限（天）

97

363

98

181

历史年化收益率

4.80%

4.50%

5.00%

4.50%

加贴金券后历史年化收益率

8.24%

购买稳添利3个

月拼团理财团长可

专享800元支付贴金

券权益

交行信用卡申办卡特惠

每周五至中石油站前路
加油站、沃尔玛、新华都、华
润、万佳、东方康宁超市享受
5%—10%秒减优惠

邮储银行屏南县支行成功拦截一起电信诈骗事件

作为我国首家赤道银行的兴业银行大力发展绿
色金融，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累计提供绿色融资近
1.5万亿元人民币，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超过7000亿元。

2008年兴业银行正式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
为全球第63家、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参照赤道原则，
即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

日前在武汉举行的世界环境日绿色金融调研活
动上，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罗施毅介绍，截至
2018年一季度末，兴业银行已累计为 14730家企业
提供绿色金融融资 14869亿元，绿色金融融资余额
达 7222亿元，绿色金融客户数达到 10379户。业务
覆盖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三大领域，取得
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行长曾晓阳表示，下一步兴
业银行将参与到更多长江大保护的治理项目当中，
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据介
绍，目前兴业银行参与了海绵城市建设、长江存量污
水处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保护等多个绿色
发展和环境治理项目。□ 新华社记者 黄艳 钟源

兴 业 银 行 累 计 提 供
“绿色融资”近1.5万亿元

金融、类金融企业累计注册资金规模突破 1万
亿元，设立金融及类金融企业总数超过 2500家。记
者近日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获悉，在自贸区等政策
支持下，该区金融租赁行业近年来加快聚集，业务创
新步伐明显提速。

天津开发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也
是开发开放的天津滨海新区的组成功能区。

据天津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截至目
前，该区内累计注册金融租赁公司就达 6家。银行
系金融租赁公司工银金租，创新发展“绿色租赁”的
兴业金租等都在该区落户发展。

天津开发区旗下中心商务片区是天津自贸区
组成片区之一。得益于其政策支持，天津开发区
立足产融结合、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基础
优势，充分发挥空间优势、政策优势、服务优势和
成本优势，做大金融创新产业发展规模。

与此同时，该区还利用金融科技等技术手段，加
强与专业律师事务所、第三方大数据公司等外部机
构合作，与时俱进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措施。有
效维护区域内的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稳定环
境。 □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天津开发区打造金融
租赁行业创新聚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