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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园缘为满足机构养老需求，我
院新增200个床位，84713992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成都品创汇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开户行：重
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账号850101040024447， 核准号
J6510069236501特此声明。

●成都火焰树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
宫支行，核准号 J6510041366
302 ， 账 号 4402218009100005
813，特此声明。

●青羊区左邻右舍花艺生活馆
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5101�
0319711008192901）遗失作废 ，
特此声明。
●本人张登云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副主任医师资格证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昨天，沪指大涨50.31点，以2794.38点报收，涨幅
1.83%；创业板指数更是大涨49.85点，以1497.61点报收，
涨幅高达3.44%。指数大涨，而且两阳夹一阴，自然是好
事，但我更看重的却是另外的事。

市场的大涨，我认为多少与证监会网站的文章有
关。前天盘后，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坚持通过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来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
向市场传递了明确信号，就是要促进市场的稳定健康发
展；另一方面，改革预期的增强，也为缺乏信心的市场增
添了底气。

再看昨天的盘面，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就一路持续
走高。个股方面，虽然金融指标股都上涨，但明显是配
角，主角换成了科技股，各类科技股今天集体大涨。

科技股之所以有如此表现，达哥注意到一个消息
——前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成立国家科技领导
小组的通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调整
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现在来说这个消息，虽然有点事后找原因之嫌，但
科技股的大涨，确实对市场人气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

尤其要说两只个股。首先，中兴通讯放量涨停，带动
整个5G板块走强。大家都知道，中兴通讯此前因为美国
销售禁令的风波，股价出现了大幅下跌。7月中旬一度大
涨，但在随后的调整中跌幅也不小。昨天强势涨停，且成
交高达30亿元，说明资金开始再度活跃起来了。其次，海
康威视涨停。海康威视是目前深市权重排名第二的公
司。同时也是流通市值最大的科技类公司。此前，由于中
美贸易争端的不利影响，海康威视也出现一定幅度的回
落。而该股的涨停，也是机构多空力量再次对决的结果。

再说一下大盘后市的看法。市场大涨后，沪指日线
走出两阳夹一阴的走势，美中不足的是成交量放大不太
明显。我认为也没有必要着急，慢慢来，未来如果攻击颈
线位（2910点一线），到时候能够放量的话，形势就比较
好了。

10日的走势，究竟是延续上行，还是再度调整，我觉
得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本周人气的回升。投资
者信心的逐渐恢复，这比什么都更重要。 （张道达）

一面是债务缠身的大股东，一面
是员工持股计划持续的高额亏损。据
长江商报报道，当前487份实施完成的
员工持股计划中近8成浮亏。84家公司
浮亏超过5成，其中9家上市公司的杠
杆比例超1:1.5。

员工持股，一度被认为是调动员
工积极性、增强投资者对企业信心的
重要手段。有些企业，为了鼓励员工持
股，甚至做出了“包赚不赔”的承诺。一
旦员工持股出现亏损，由大股东补偿
员工损失，有的甚至做出了较高收益
回报。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原本不想
持股或者没有能力持股的员工，也想
方设法筹集资金参与到员工持股中
来。结果，大多出现了浮亏。而按照目
前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大股东也是
负债累累，资金十分紧张，根本没有能
力兑现当初的承诺。那么，持股员工的
利益如何保证呢？

显然，员工持股已成为当前证券
市场一个难题。搞不好，不仅会对持股
员工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那些缺乏
经济能力、通过举债持股的员工，会给
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
担，而且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形象，
让投资者对企业前景产生不信任感。

一旦投资者不再信任企业，就会很快
地传导到市场，带来消费者对企业的
不信任，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从近年来推行员工持
股的企业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企业
是不具备员工持股条件的，更不具备
向员工持股做出利益回报承诺的条
件。但是，一些企业的大股东和经营层
为了一时的利益需要，或者是为了个
人利益需要，以近乎欺骗的手段推行
员工持股，最终出现了员工持股大部
分浮亏的现象。很显然，这样的行为，
已经背离了员工持股的初衷，背离了
鼓励和推动员工持股的真实目的。员
工持股，只是一种激励手段，一种增
强企业市场形象的手段，同时也是为
员工增加福利的手段，而不是绑架员
工的手段。实际上，对相当一部分企
业来说，已经把员工持股作为绑架员
工的手段了，根本没有考虑员工的利
益。也正因为如此，员工持股的作用
就没有得以发挥。不仅没有发挥，反
而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尤其当员工
持股出现浮亏时，已经对企业的市场
形象产生了很大的伤害。

也许有人会说，员工持股浮亏比
例高，主要是市场行情不好，股市整体
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我们并不否认这

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是，绝不是主要
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缺乏核心
技术、核心产品，缺少核心竞争力。如
果企业具有良好的技术与产品，能够
有效地占领市场，哪怕股市情况再不
好，也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更不会让员
工持股出现浮亏现象。恰恰是。多数企
业并没有在核心竞争力上下工夫，而
只想通过制造一些眼球效应，暂时提
振一下股价。结果，也就“霸王硬上
弓”，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推出了员
工持股计划。这样的操作方式，岂能不
出现问题？

近日，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的“国资大讲坛”系列讲坛第三期上，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
记傅成玉在作题为“国资国企改革创
新的实践与思考”的主题报告时指出，
对于有些企业正在试点的员工持股计
划，他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公
司员工特别是一线员工，是靠工资维
持生计的，他们没有很多的现金去购
买公司的股份。通过借债去购买公司
股份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旦公司效益不好回报不高或没有回
报，将是对他们的巨大伤害。他建议，
应当考虑用剩余利润分红权来解决企
业基层员工特别是一线员工的长期激

励问题。
应当说，傅成玉的观点是比较符

合当前企业实际的，也是对员工持
股工作的一种建设性意见。员工持
股固然能够在某一时段发挥作用，
在企业核心竞争力没有达到一定水
平的情况下，员工持股对员工产生
伤害的概率可能要大于回报。特别
是一线员工，原本就挣钱很难，还要
面临员工持股风险，这是必须引起
重视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对待员工持股，不
仅企业要慎重，相关监管机构也要慎
重。对那些不具备员工持股条件的企
业，要加大监管力度，限制其实施员工
持股。否则，有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不利
影响，会损害到企业员工的利益。

员工持股是种好办法，但决不能
滥用。国外的员工持股，更多的是经
营层或关键岗位的员工，而不是普通
员工。而且，经营层和关键岗位的员
工持股，也大多以期权来解决，而不
是让员工个人掏多少钱。在现行条件
下，多数普通员工是无力掏出持股的
钱来的，是会利用杠杆来持股的。一
旦出现亏损，对员工的伤害就会产生
乘数效应。员工持股，决不能成为绑
架员工的手段。

8月1日，来自成都市青羊区金沙街道金鹏社区的70多
位复转军人齐聚一堂，跟金鹏社区、博雅社工中心及渤海银
行成都金沙支行相关负责人一起在成都隆重启动“共建之
家”项目，以特殊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

“共建之家”是一个什么项目？“金鹏社区的复转军
人多达100多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来到社区后，
大多没有对接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在很多社区的公共事
务中，参与度不高，互动性差。军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党
员，且纪律性强、服从组织安排，社会经验等非常丰富，
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所以我们就想为老兵们搭建一个平
台，协调他们的各种能力和资源，为他们量身定做一些
服务项目，引导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共同参与到社区
建设和社区服务中来。”金鹏社区的负责人介绍，在初步
方案中，有为社区孩子们打造“暑期军营”，还有保卫社
区安全的“社区志愿社卫队”等内容。

在活动倡议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了老兵们热烈
的掌声。不少老兵当即表示要加入到“共建之家”的队伍
中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社区建设做贡献。

为了庆祝老兵们的节目，鼓励大家踊跃发挥余热，
渤海银行成都金沙支行的工作人员当天也参与到了活
动中。记者看到，在项目启动仪式现场，该行的工作人员
陪着老兵们一起放声高唱《咱当兵的人》、《我是一个兵》
等军歌。活动结束后，他们还为每一位老兵送去了洗衣
液等礼物，并在
现场为大家普及
了一些金融理财
及防骗知识等，得
到了老兵们的一
致称赞。 （吕波）

作为哈尔滨银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系统建设项目——新一代核心系统即
将正式上线，该系统将在推动产品创新、
集中运营、移动金融等业务发展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大幅提升客户金
融服务体验。

据悉，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项目是
与印度塔塔、IBM、华为等国际知名的技
术方案提供商通力合作，打造新一代整
合零售、公司、同业、贸易融资、电子商
务、电子渠道等业务的综合性银行核心
系统平台。除新建核心业务系统外，还新
建了图形柜面终端、协同平台、城商行清
算、联网核查、无纸化5个系统，外围配合
改造系统76个，覆盖了全行各项业务层
面，更加突出了先进性、实用性和风险可

控性，是一项涵盖业务转型、技术转型和
实施转型重量级系统工程。
“新核心”提供新服务

“新核心”系统可实现客户一站式综
合签约服务，主要业务场景一次性办理
完毕。根据客户实际需求，整合账户管
理、投资理财、增值服务等金融产品的
签约流程，将原有分散的交易和签约进
行联动处理，由串行交易变成“点餐式”
并行交易，优化客户服务流程，提升服
务品质。
“新核心”带来新体验

“新核心”系统通过对原有凭证的整
合，实现无纸化流程，同时，通过远程集
中授权，保证柜面授权事项审核标准统
一，提升了审核效率和规范性，缩短业务

办理时间，减少客户等待时间，客户办理
业务速度、安全性显著提高。
“新核心”实现新流程

“新核心”系统建立了统一的客户视
图，将客户服务分为售前、售中、售后三
个阶段，实现了对客全流程服务，同时针
对客户需求，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
服务。此外，通过分析客户偏好，实现更
有针对性的产品创新，使得广大客户在
哈行的产品选择更加丰富，获得的回报
更加丰厚。
“新核心”保证新安全

“新核心”系统运用电子签章、统一
身份认证等多种安全防护技术，将原有
线下场景整合到线上，使账户资金安全
得到更有效的保障。通过推送交易情况

确认的方式，客户可实时了解办理业
务的名称和进度，并对交易合法性、准
确性进行检查和确认，提升账户、资金
的安全性。

为确保系统顺利上线，哈尔滨银行
已组织开展了多轮系统测试和模拟演
练，在500多个日夜里对系统本身和关联
系统进行反复测试、验证，以确保本次升
级过程顺利、安全、平稳。

展望未来，哈尔滨银行将以“新核
心”建设成果为基础，主动创新，不断
超越，完善治理体系，健全创新机制，全
面提升产品创新能力、信息科技水平、风
险控制标准，促进客户服务优化的持续
改进，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银行
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保监会及
各保监局接到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47900件，
同比下降0.72%。其中，保险合同纠纷投诉46896件，占投
诉总量的97.90%，同比下降0.77%；涉嫌违法违规投诉
1004件，占投诉总量的2.10%，同比增长1.83%。

在46896件保险合同纠纷投诉中，涉及财险公司
25749件，占54.91%，同比增长4.45%；涉及人身险公司
21147件，占45.09%，同比下降6.47%。财险公司合同纠
纷投诉量居前10位的分别为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
寿财险、太平洋财险、中华财险、太平财险、阳光财险、
大地财险、众安在线和泰康在线。人身保险公司合同纠
纷投诉量居前10位的分别为中国人寿、平安人寿、新华人
寿、太平洋人寿、泰康人寿、人民人寿、富德生命、人民健
康、华夏人寿以及阳光人寿。

理赔和销售环节，仍然是保险消费者投诉最为集
中的环节。银保监会表示，上半年，保险消费投诉反映
的主要问题为车险理赔纠纷、分红型人寿保险销售纠
纷、意外伤害保险理赔纠纷和健康保险理赔纠纷等。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金鹏社区打造“共建之家”
渤海银行为老兵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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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保险消费投诉47900件
理赔和销售环节仍是“重灾区”

外币单标卡使用范围受限

“尊敬的客户，我行发行的VISA、万
事达、JCB、美国运用银行卡组织的各类
外币单标信用卡仅供境外（含中国的港
澳台地区）消费使用。”8月8日，袁先生收
到一条浦发银行发来的短信，称该行的
单标信用卡使用范围调整了，并告知从
今年8月9日0点起，该行外币单标信用卡
在境内仅支持还款。8月9日，成都商报记
者获悉，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中心
日前都陆续发出了类似通知，并提醒广
大持卡人，如果手中的外币单标信用卡
绑定了支付宝、微信、ETC等快捷支付业
务，建议尽快更换绑定卡，否则，将无法
正常支付。

那么，外币单标信用卡究竟是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卡片正面只有VISA、Mas-
ter、JCB等标识的信用卡，没有“银联”标
识。据了解，为方便部分客户海淘、出差、
旅游等方面的需求，各商业银行当初发行
了一批单标识外币信用卡。这种信用卡可

以在境外，以及境内的部分渠道使用，据
说在境外使用时，比较方便，但发行数量
不多。随着银联网络的不断拓宽，单标识
外币信用卡的优势正在减弱。

各家银行在通知中纷纷表示，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商业银行支付结
算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该行发行的
VISA、万事达、JCB单标识信用卡仅限境
外（含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使用。同时，提
醒持卡人，如果持有的外币单标信用卡
绑定了微信、支付宝等快捷支付业务，建
议尽快更换绑定卡。建设银行表示，自
2018年8月1日关闭VISA、万事达、JCB单
标识信用卡的境内消费、商户分期、取
现、现金转出、现金分期功能，境外线上
线下消费、还款、账单分期、消费分期功
能不受影响。招商银行也表示，从8月1日
起关闭外币单标信用卡的境内使用，该
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从今年8月
1日起，外币单笔信用卡在境内所有渠道
都不能使用了，如果有绑定快捷支付，建
议尽快更换银行卡，“境外使用不受影
响。”浦发银行表示，从8月9日0点起，该

行的外币单标信用卡在境内仅支持还
款，在境外可正常使用。

双标识信用卡不受影响

其实，大家使用更多的是双标识信
用卡。所谓双标卡，就是一张信用卡的正
面同时拥有两家卡组织的标识，大家熟
悉的就是“银联+Visa”或“银联+Master”。
持卡人在境内可以走银联通道进行结
算，在境外可以选择对应的VISA或Mas-
ter通道进行结算。只是在还款时，如果客
户没有外汇，则需要通过购汇方式还款，
中间可能涉及货币转换费和汇率差。如
今，银联网络覆盖越来越宽，在境外消费
时，如果商户既可以选择VISA或Master
通道，又可以选择“银联”通道，持卡人选
择“银联”通道更实惠。

9日，几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次调整的只
是外币单标识信用卡的使用范围，并不
影响双标识信用卡的使用。“持卡人仍然
可以通过各个渠道正常使用持有的双标
识信用卡。”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大盘强势反攻
但有件事比上涨更重要

新核心开启新征程 新系统创造新未来

哈尔滨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即将上线

员工持股不能成为绑架员工的手段
□ 谭浩俊

员工持股，只是一种激励手段，一种增强企业市场形象的手段，同时也是为员
工增加福利的手段，而不是绑架员工的手段。实际上，对相当一部分企业来
说，已经把员工持股作为绑架员工的手段了，根本没有考虑员工的利益。也正
因为如此，员工持股的作用就没有得以发挥。不仅没有发挥，反而产生了不小
的副作用。尤其当员工持股出现浮亏时，已经对企业的市场形象产生了很大
的伤害。

【

外币单标信用卡 境内不能刷了
如果外币单标信用卡绑定了支付宝、微信等快捷支付业务，建议尽快更换绑定卡

如果你手上有单标信用卡，
如果你还挂钩了微信、支付宝等
第三方支付渠道，那你得注意
了，近期你在使用它购物时，可
能会遭遇“无法支付”的尴尬。8
月9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受
监管部门的要求，多家商业银行
日前陆续发布公告，停止单标信
用卡在境内的使用，只能在境外
正常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