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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铺
●巴中市通江县铁佛镇(原北京华
联超市），建面3403.96平米，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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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出租： 抚琴西路171号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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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发
展，买卖银行卡、冒名开卡以及电信
诈骗等新型违法活动屡屡发生。如
何防范金融支付风险，保障客户的
资金安全？

近年来，渤海银行针对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结合人民
银行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
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认真
研究，落实工作要求，加强系统建设，
研究科技创新，坚持以系统科技创新
维护金融安全，严控账户开立源头，防
范支付风险。
严控开户源头

在电信网络犯罪中，一些不法分
子通过诱骗一些群众出售本人的银行
账户。为了切断电信网络犯罪的源头，
渤海银行认真落实开户真实性调查，
严格执行实名制管理规定，并做好可
疑开卡人员的开户行为监控。

渤海银行严控个人账户开立源
头，积极防范支付风险，投产了个人客
户开户同时验证手机号码的短信验证
功能、个人支付转账环节的涉案账户
查询功能，不仅有效落实了新开银行
卡客户预留本人实名登记手机号码的
要求，还在客户转账环节联动对转入、
转出客户的账户及身份信息进行涉案
可疑名单验证，有效实现了柜面人员
帮助客户甄别电信诈骗活动，有效防
范支付风险。同时，建立开户黑名单网
络共享机制，通过平台信息共享，共同
做好可疑开卡人员的开户行为监控。
推进系统科技创新

除了严控个人账户开户源头外，渤
海银行还通过上下联动、积极推进系统科
技创新，在银行卡风险防控、支付风险防
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认真履行了商
业银行在打击治理电信诈骗案件活动中
的社会责任，有效遏制了案件的发生。

银行各级人员树立了高度的防范
电信诈骗意识，齐抓共管，自2016年以
来，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共成功堵截94起
疑似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银行卡事件，
成功堵截5起个人冒名开户、持假冒身
份证件开户事件，成功堵截1起我国台
湾地区客户结伴可疑开卡事件，有效加
大了电信诈骗的防范与堵截力度，维护
了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权益。 （吕波）

昨天，A股市场继续震荡调整，
沪指下跌13.73点，以3061.95点报
收。尽管指数跌幅不大，但跌停个股
的数量超过了90只。看来，市场结
构性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在
这样的低迷行情下，有些投资人闲
心所致，开始为茅台是否见顶而打
起赌来。在达哥看来，为茅台股价打
赌毫无意义，当前市场还有更重要
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关心。

昨天，贵州茅台“大涨”2.81%，

以454.2元报收。这个涨幅，对股王
茅台来说确实已经不小了。而昨日
盘中，茅台又创下454.47元的历史
新高。贵州茅台并不是最近才开始
走牛，这么多年来早就是大牛股，
而且去年就开始不断创出新高。为
什么之前这么长时间，没有人站出
来唱空茅台？再说，2012 年、2013
年，因为白酒行业整体低迷，茅台
股价也出现过较大幅度的调整，当
时没有人跑出来搞这种赌局？在我
看来，之所以现在才引起市场这么
高的关注度，最重要的原因是茅台
等白马股的强势表现，与其他个股
的低迷形成了太大的反差。

在达哥看来，现在比豪赌茅台

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认清当前市场
的局势。既然现在市场的主流是茅
台一类的白马股，那为何我们不能
顺势而为，非要去搞一些垃圾股
呢？股市投资，不能认死理。

再说一下昨天的盘面，沪指只
跌了 13.73 点，跌幅 0.45%，但深成
指跌幅 1.37%，创业板指数跌幅
1.67%，中证 500 指数跌幅 2.1%，而
代表次新股走势的深次新股指数
（399678），跌幅高达5.37%，创出了
今年的新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
两个交易日，深次新股指数连续两
天跌幅超过5%。再看跌幅榜，超过
90 只个股跌停，大部分都是次新
股、中小盘股。而涨幅榜，白酒股、

金融股、家电股、部分医药蓝筹股，
这些股票不少都在创新高。所以，
现在如果不能及时看清楚这个形
势，继续纠结于茅台值不值这个
价，那么可能在市场结构性分化的
过程中，还会受到更深的伤害。

就后市而言，沪指3000点区域，
依然可能是一个底部区间。昨天有
不少个股都在“拉尾盘”，股价在短时
间内大幅上涨，比如三晖电气、新野
纺织、晨化股份、科隆精化、康欣新
材、宝光股份、贵人鸟等。而且，昨日
尾盘整个市场也有些放量，说明多
方还是对后市有些想法的。

现在沪指距离前期低点3016点
只有40多点的距离，距离3000点也

只有60多点。但是，如果沪指跌到
3000点能够止跌，在这样的情况下，
次新股、小盘股的跌幅，可能会比这
个幅度大得多，说不定还有 10%~
20%都有可能。所以，还是那句话，就
算大盘指数跌幅不大，但多数人参
与的中小盘股带来的刺痛，可能会
更加明显。对于这一点，大家要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 （张道达）

渤海银行加快系统科技创新
防范金融支付风险

为茅台打赌无意义 当前市场还有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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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随着补短板、防风险工作的持
续推进，保监会对保险机构信息披
露的监管也在逐步加强。5月22日，
保监会对外通报两家未按时报送
2016年度非保险子公司年度报告
的保险机构，并责令在6月5日前向
保监会提交完整报告。

无独有偶，近期《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从业内获得的一份监管文

件也显示，有5家保险机构被通报，
原因是因未按时报送2016年度财
务报告。针对这一行为，保监会要
求保险公司认真整改，并完善报告
编报的内控机制。

记者注意到，近两年监管层对
于信披工作的要求和监管正在逐步
加强，此前还针对相互保险组织和
市场准入的信披工作发文。“先是建
立规则，等健全规则之后就要用手
段规范。”某险企内部人士表示，保
险业的信息披露肯定会更加透明，
用来规范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信披监管加强
多家险企被通报

5月22日，由于未按时报送
2016年度非保险子公司年度报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被保
监会通报。保监会表示，上述两家
公司应认真整改，严肃对待信息报
告工作，改进内控机制和审批流
程，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于
2017年6月5日之前提交整改报告。

此外，保监会要求各保险公

司应高度重视非保险子公司管
理 工 作 ，严 格 执 行 有 关 监 管 规
定，进一步做好非保险子公司日
常信息披露和年度报告报送工
作，确保所报送信息的真实性、
合规性、及时性。

值得注意的是，《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近期还从业内获得一份仅
向保险机构下发未公开披露的通
报，该通报针对保险公司未按时报
送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保险公司。
按照要求保险公司要在每年的4月
15日之前向保监会报送上一年的
财务报告，但却有5家保险公司却
未按时报送，分别是众安在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恒大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针对这些行为，保监会要求
上述公司认真整改、严肃对待报
告编报工作，改进内控机制和审
批流程，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同时，还要各公司引以为鉴，提高
对监管报告和监管数据报送工作
的重视程度。

前述某险企内部人士对记者

表示，这不是监管
首次针对险企信披
工作不合规发文，
此前也有过类似通
报，但可以肯定的
是监管正在加强这
方面的管理。

发文件立规矩
信披将会更完善

近年来，保监会持续加大信息
披露监管力度，陆续出台了偿付能
力、资金运用、股权信息、关联交易等
一系列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强化社
会公众监督，提高行业透明度建设。

记者梳理保监会文件发现，从
2013年开始，监管层就开始针对保
险公司逾期未报送报告发过公告。
比如，2013年5月，保监会针对未按
时报送2012年度公司治理报告进
行通报，共涉及6家保险公司；2013
年9月、2014年3月、2016年3月，保
监会又分别针对未按时上交再保
险关联交易统计信息、未按时报送
慈善基金设立情况等进行通报。

除通报批评外，保监会还在

积极补短板。如今年年初，保监会
分别针对相互保险和信披工作进
行发文，进一步增强相互保险组
织经营管理的规范性与透明度、
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方面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加强对相互保险组织
的公众监督，促进相互保险组织
规范健康发展，以及提高保险公
司合规水平。

此前，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
险系教授朱铭来曾对记者表示，要
求险企披露相关信息是信息透明
化的趋势，也是监管险企资金流向
的一种方式。从现在来看，这是市
场的一种趋势，因此信息披露也会
更加完善，相关部门也在加强此方
面的监管。 （每日经济新闻）

保监会强化信披动真格
多家险企被通报

原因——
有两家公司未按时报送

2016年度非保险子公司年度报
告，有5家公司未按时报送2016
年度财务报告。保监会要求整
改，并完善报告。

分析——
要求险企披露相关信息是

信息透明化的趋势，也是监管险
企资金流向的一种方式。随着补
短板、防风险工作的持续推进，
保监会对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的
监管也在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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