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吴卫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财经·证券16
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

保监会上周下发紧急通知进行风险提示

当心！电信欺诈盯上保险客户

成都天府通交通一卡通系统（一期）建设项目比选公告
一、比选背景
天府通公司将采用交通部交通一卡通的密钥体系
和技术标准，建设交通一卡通应用系统，实现天府
通卡在交通一卡通体系内的全国互联互通。
二、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
（一）项目名称：成都天府通交通一卡通系统（一
期）建设项目
（二）比选人：成都天府通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主要内容
1.根据交通部一卡通的相关技术标准，结合天府通
公司业务需求，完成天府通公司交通一卡通项目的
整体项目方案的设计及规划，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软
件设计，软硬件基础平台设计及规划。
2.根据交通部一卡通的相关技术标准，以天府通交
通部一卡通项目整体方案的设计及规划为基础，结
合天府通公司本期（即一期）项目需求，完成一期
项目的详细设计及规划，包括业务软件和软硬件基
础平台的设计、开发、实施、测试及验收工作。
（四）比选方式：公开比选
（五）资金来源：比选人自筹资金

（六）比选范围：
择优选择天府通交通一卡通系统（一期）项目建设的
系统集成商，向天府通公司提供符合交通部一卡通技
术标准、 满足天府通比选文件的规定及业务需求的
软、硬件方案设计、开发、实施、测试、验收等工作。
三、参选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
2.经营范围含有软件开发或系统集成；
3.具有软件企业资格认证；
4.从事过一卡通或银行系统建设，并提供至少 1 个
相应案例；
5.参选人不得以联合体方式参选。
四、比选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者，请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
00�时至 12:00�时，下午 13:00�时至 17:00�时（北京
时间，下同），持下列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鲜
章前往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天府国际金融

中心 3 号楼 8 楼 30816 室报名并获取比选文件：
（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收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资质或认证证
书，以上证件扫描件加盖鲜章；
（3） 一卡通或银行系统建设项目的合同或验收证
明（验收报告），以上资料验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
鲜章；
（4）所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必须真实有效，经比选
人核实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由材料提供人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比选人不提供邮递比选文件服务。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成都商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成都金控集团网页、天府通公司网页发布。
六、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天府国际金融中
心 3 号楼 8 楼 30816 办公室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28-85987016

成都天府通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上周，沪指一度再次向年线发
起进攻，然而，连续三个交易日冲
击未果之后，周五大盘再次出现调
整。周五，沪指下跌 17.10 点，以
3078.85 点报收，四连阳之后，沪指
收出一根阴线，令K线形态再次变
得有些难看。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消息
面变得不再平静，下周中秋节前，市
场面临诸多变数。在这样的情形下，
市场多头能够经受住考验吗？今日，
达哥在道达号（微信号：daoda1997）
上与牛博士就后市展开了讨论。

牛博士：上周，大盘一度连续反
弹，似乎达哥你也变得有些乐观。但
是，周五却突然下跌，你怎么评价上
周的市场？

道达：上周二，沪指盘中出现V
型反转，指数再次逼近年线。随后两
个交易日，虽然最终没能成功站上
年线，但整个趋势还是保持得不错。
同时，由于中证流通指数也保持较
好的走势。

另一方面，沪股通资金也持续
流入A股市场，所以，我当时的观点
确实也相对乐观，认为大盘再怎么
也会去冲一下年线。然而，股市上常
常都是这样，事与愿违的事情经常
都会发生。

在周五，大盘原本也运行得比
较正常，港股市场甚至一度大涨。但
到了下午，消息面真的就发生了变
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天东
北亚地区局势不稳，港股率先出现
冲高回落，A股也随之下跌。而到了
晚上，美股遭遇大跌，这也出乎很多
人的预料。

牛博士：确实，周五晚间美股的
大跌，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2%，其
中标普指数跌幅 2.45%，道指跌幅
2.13%，纳斯达克指数跌幅 2.54%。
美股断头式下跌，让不少投资者有
些傻了眼。你对此怎么看？

道达：对于美股的大跌，回过
头来分析，很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
道。最直观的原因，就是美联储的
加息预期再次升温，导致了美股的
大跌，同时美元指数也明显上涨，
以及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
11周高位。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认为美股
突然的变故，很有可能对A股和港
股都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A股市
场，向来跟跌不跟涨，A股多头必然
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所以，现在
要做的，是考虑好如何应对，这才是
最重要的。

牛博士：近一段时间，我也采纳
了你的观点，仓位保持得不重，所以
心头也不算太担心。那么，你觉得应
该如何应对呢？

道达：前一段时间，我把仓位从
6成减仓到5成之后，一直维持仓位
不变。即便是本周大盘再次冲击年
线，我还是认为市场没有发出加仓
的信号。所以，虽然我对年线争夺战
有些乐观，但在操作上，我维持谨慎
的态度。

而本周，市场很有可能打破平
衡格局，要想从容应对，还是要从仓
位上做打算。大盘已经窄幅盘整了
19个交易日，本周如果向下发生变
盘的话，市场波动空间无疑将变大。
因此，适当的减仓是有必要的。我个
人认为，如果沪指低开在 0.5%之
内，可以考虑减仓一成，仓位下调到
四成。开盘减是想卖个好位置，毕竟
距离这波高点不算太远。

但是，如果大盘直接大幅低开，
幅度超过0.5%的话，我也不会去主
动杀跌，再观望一下市场的运行格
局，等到收盘前再做打算也不迟。

总之本周开盘之后，大家相
对谨慎一些，不会错。另外，提醒
一下大家，今天道达号（微信号：
daoda1997）的第二篇文章，非常重
要，大家一定要去看，跟自己关系
很大。 (张道达)

为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快贷中心近
期为企业，个人提供优质贷款服务。活动
期间，享受免费服务咨询。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主不妨拨打
028-66623666 或去快贷中心（位于西安
中路47号，近宽窄巷子），就有机会享受
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贷款最高额度
可达3000万。
■到账快 想用就用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准备拿下隔
壁店铺扩大店面，资金一时周转不灵，通

过快贷中心的服务，150 万元隔天就到
账，朱先生顺利抓住了发展的宝贵商机。

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
共同推出银行贷款，贷款人名下有全款
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
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
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还款
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
用无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只花半小时搞定

市民马先生急需周转资金，但他名

下奥迪车被查封，马先生通过快贷中心
向银行申请，获得了20万元的应急贷款。

拨打028-66623666向快贷中心申请
汽车抵押贷款，手续快捷，只要资料审核通
过，最快半小时就能申请贷款，月息低至8
厘。快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
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
过GPS的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快贷中心推出无抵押轻松贷，市民可凭
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薪贷款，月息
最低2.5厘；也可通过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
积金做放大贷；还可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

年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理应急贷款。
吴小姐急需资金，向快贷中心咨询，

凭借工资证明和银行流水，放大60倍获
得30万工薪贷款，解决一时燃眉之急。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押，只
要拨打快贷中心电话 028-66623666，都
将努力为你打通银行渠道，拿到最低利
息的银行贷款。

免费高效贷款 就找快贷帮忙

美股跌傻眼 买还是卖？
——道达对话牛博士

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
涉及任何操作
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8月中旬，某保险公司客户
接到自称是保险公司客服人员
用固话打来的电话，说正在协助
其申请人预付款项，并告知稍后
将有工作人员与其联系。

当天下午，一个上海来电告
之，正在帮他申请预付款，请他联
系理赔科“杨主任”。在随后的联
系中，“杨主任”说预付款已申请

下来，但公司跟外资合作，需客户
到银行ATM机的英文界面上操
作。客户随后按指示到ATM机上
操作，但ATM机显示转账失败；

“杨主任”建议客户换张卡，该客
户便回家取了妻子的银行卡再回
ATM机上操作。操作完毕后，客
户挂断电话，随即收到银行短信，
显示第一张银行卡转账2199元、
第二张银行卡转账7199元，才发
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近期，上述类似被骗案例在全国
呈现出多发态势。针对不法分子集中
以保险为名集中实施电信诈骗的现
象，上周，保监会下发紧急通知，并曝
光了目前最常见的三种骗子手法：

常见手法一：第一步，冒充保险
公司人员以补充保险理赔资料为
名，或以快捷支付保险理赔款为名，
让保险消费者信以为真，降低防范
心理,从而听取他们的指令。第二
步，诱骗保险消费者按照短信或电
话指引去银行 ATM 机操作，转走其
账户资金。或者谎称保险公司正与
外资公司合作，需要在 ATM 机英文
界面下进行操作，诱导消费者输入
发送的验证码（实为转账金额），转

走其账户资金。
常见手法二：第一步，冒充保险

公司人员，谎称发现有人正利用保险
消费者身份信息在外地办理了社保
卡（社保卡实为主要用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领域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的集成电路卡，与商业保险根本无
关），购买了违禁药品，触犯了国家法
律法规，引发保险消费者的心理焦
虑、恐慌。第二步，假意帮助保险消费
者，提供虚假的公安机关电话要求其
申诉。第三步，冒充公安机关诱骗保
险消费者将资金转移至所谓的“公安
机关账户”保存。

常见手法三：冒充保险公司人
员，谎称保险公司正在举办客户回馈
活动，以给保险消费者邮寄礼品为
名，诱骗其汇付一定金额的邮费。

通知中，保监会表示，以保险为
名的电信诈骗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损害了保险行业声誉与形象，造
成了恶劣影响。为了有效防范骗子伎
俩，保监会给广大消费者支了三招：

第一招：针对以保险理赔为名利
用银行 ATM 机实施的电信诈骗。保
险公司正常理赔无须进行银行ATM
机操作，支付理赔款只需要银行账号
（卡号）、户名和开户行等收款信息，
不需要银行账户密码、信用卡有效
期、信用卡背面的验证码以及微信、
支付宝支付密码等支付验证信息。当
你接到自称保险公司人员以理赔为
名要求您到银行 ATM 机进行操作
时，请务必警惕，注意保护个人银行
账户信息。

第二招：针对以个人信息被冒
用办理所谓的社保卡并涉嫌犯罪为
名实施的电信诈骗。一旦接到自称

保险公司的人员打来或发送的身份
信息被冒用办理了社保卡、进而涉
嫌违法犯罪之类的电话或短信，请
您不要被其制造的紧张气氛所迷
惑，要立刻意识到这是诈骗，因为保
险公司无权发行、管理社保卡。同
时，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客服电话与
保险公司联系并举报，不要轻信来
历不明的电话或短信。

第三招：针对以回馈客户邮寄
礼品为名要求支付邮费的电信诈骗。
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举办客户回馈
活动不会要求客户支付邮费。如接到
自称保险公司人员提出支付邮费的
要求，要及时拨打保险公司客服电话
进行核实举报。

保监会特别提醒，如果不小心
遭受了以保险为名实施的电信诈
骗，一定要尽快通知开户银行和保
险公司，并致电公安机关报案，争取
挽回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如果你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保险公司工
作人员，要帮你办理保险赔付，那你可得当心了。弄不
好，对方就是个十足的骗子！针对以保险为名实施电
信诈骗的案例近期呈现多发态势，中国保监会上周下
发紧急通知进行风险提示，遇到疑似情况，一定要尽
快通知开户银行和保险公司，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尽
力挽回个人损失。

保监会曝光三大常见骗人伎俩

三招教会你应对保险欺诈行为

陌生电话从ATM机上骗走客户资金

7月末，某保险公司客户骆
某某于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手
机来电，显示是保险公司理赔电
话，来电人员自称正在为客户办
理保险案件，指示客户到银行
ATM 机上进行操作验证。客户

对来电深信不疑，随即到银行
ATM 机上完成操作。事后该客
户致电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询问
理赔情况，并埋怨需要到 ATM
机操作，引起客服人员警惕，提
醒客户可能受骗。客户立即到银
行查询，发现卡内余额 1083 元
已分两次转走。

案例一

案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