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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工商银行发布通知
称，自2016年1月1日起，同一客户在
全国范围内开立的工行借记卡原则
上不能超过4张。据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这也是银监会近日出台的一项新
规，各家银行预计都将执行。

工行在其官网上发出的通知显
示，根据银监会的规定，从2016年1月
1日起，同一客户在该行全国范围内
开立的借记卡原则上不超过4张；如
客户之前已持有该行全国范围内4张
（含）以上借记卡的，该行不予开立或
激活新的借记卡（社会保障卡、医疗
保险卡、军人保障卡、已销户的借记
卡除外）。同一代理人，在该行全国范
围内代理开卡原则上不超过3张。

对于这一通知，成都商报记者昨
日电话咨询了工行客服人员。据介
绍，这是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在执行，
旨在打击电信诈骗，目前仅限于借记
卡，“信用卡不包括在内。”据称，通知
中所说的代理人，就是代别人在银行

开卡的人。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其他银行

的官方网站上没有查到类似通知。不
过，银监会上月的确发出了关于银行
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通知中，银监
会要求各家金融机构要认清当前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认真审核办理人身份证件，
坚决杜绝违规代开卡、乱开卡、批量
开卡等问题。

银监会表示，同一客户在同一家
银行开立借记卡原则上不得超过4
张；如该客户之前已持有同一银行全
国范围内4张（含）以上借记卡的，商
业银行不得为其开立或激活新的借
记卡，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卡、军人
保障卡、已销户的借记卡除外。对已
办理4张以上借记卡的客户，银行要
主动与开卡客户进行联系，开展核查
工作，发现非本人意愿办理的，应当
中止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个人找银行贷款大多经历过这
些情况：不知道哪家银行利息最低？
资料递交、审查、排号、等待……最
近，位于下东大街216号喜年广场4
楼的快贷网推出“上门贷”。需要融
资的客户，只需拨打快贷网金融便
民热线：028-66623666提要求，亮
项目，半小时内就有客户经理为提
供VIP服务，只要资料齐全，无论有
无抵押，3天内就可以拿到银行利息
仅3厘的贷款产品。
上门贷优势一：专人上门服务

说起上门贷的来历，快贷网负
责人说，客户经理在办理业务的过
程中，常常会碰到银行审批过了，客
户却临时有事去不了，或者客户去
了银行后，银行工作人员因为其他
业务外出公办。

快贷网为了方便客户和银行，
专门推出了上门贷。客户不用为了
贷款东奔西走，更不用找民间借贷。
挑选银行贷款产品、资料递交、审批

跟进都由快贷中心的客户经理跟
进。你只需要保持手机畅通，一个电
话就可以实时追踪到。
上门贷优势二：银行利息低至3厘

快贷网整合全川上百家银行优
势，让老百姓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客户即使发生了还贷风险，银行第
一时间直接找快贷网，而不是客户。

最近，快贷网联合成都各家银行
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银行
贷款利率8折、最低3厘的贷款利率。
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
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住宅商铺放
大150%，且一抵双贷。随借随还，贷款
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
息。一次办理，反复使用。没有抵押
物，一样可以拿到银行贷款。

快贷网发大招：
上门帮你办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求 职
●资深会计师兼职17711072528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成百空调厂家修移86629948

便民服务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装饰装修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搬家公司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大发大车83358888优83355555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价收二手物资13438314556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启 事
●遗失声明：盖有四川省汇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章的收款专
用 收 据 4本 （ 编 号 ：
0000776-0000800，0000801-000

0825，0002101-0002125，0002076
-0002100），不慎遗失，故声明这
4本收据作废。
●成都春又天舞厅(法人:朱江华)
营业执照510106000422557及消
防安全检查合格证:金牛公消安检
字(2013)第0098号遗失作废

●郫县海顺达家电经营部任春霞
法人章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青羊大道346号（金沙遗址对面
商铺）780平招租86279859

●簇桥千盛旁独栋5000平招租可
联营有车位电话15756255394

酒楼·茶楼转让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春熙路酒店转让13982072996

餐馆转让
●营门口中餐230平18980596482
●200平火锅转让13258133699
●金口岸火锅优转13881799278
●转西220羊肉汤18581993886
●南千平餐转或租13488996713

店 铺

●转盐市口烤涮店18108193807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平出
租水电齐15882044508
●芙蓉大道1100平13881787710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三环厂库房出租1860289560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北新旁大标厂房13980652583
●产业园标准厂房租售（双证齐
全）13608101622，18981905302
●东门修理厂招租13608227337

招 商

●求西门幼教场地18581897039

●寻联办养老医院 15828341107

●新宾馆寻求合作13881753049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下月起 在同一银行
你的借记卡不能超4张

万科股权争夺战追踪

谁的
万科

48小时大反转
残酷的“万宝之争”，在安邦保险12月23日深夜加入万科

管理层阵营后，形势突变。截至目前，综合各方消息判断，万科
管理层已对“宝能系”形成全面压制。

不过，战情依旧胶着，这场围绕着中国龙头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之战如何收场，越发扑朔迷离。显然，这是场跨年大戏……

而在12月23日、24日两天内，“万宝”双方动作频频，让无
数关注者眼花缭乱……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日报

万宝
之争

12月23日早上，万科董事会主
席王石在拜访瑞士信贷时明确表
示，只要符合广大股东利益，他和万
科管理层“不介意作出妥协”。

王石表示，他很尊重潮汕商圈
的，其实中国有很多对社会有贡献
的商业团体，尤其是潮汕和宁波的
商业团体。另外还有特区和深圳的
商业团体。宝能、万科都是在深圳的
企业，大家都是为深圳做建设的，不
应该内斗。

王石的发言，引发了各方对其
态度发生转变的猜测。

同日，在深圳市第四届金融发
展决策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深

圳市副市长徐安良特意向刚刚当选
委员的前海人寿董事长姚振华询问

“万宝之争”。姚振华表示：“其实没
有那么激烈，主要是媒体炒作，我们
一直与万科在做良好的沟通。王石
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他是地产界的
老大哥。”

在提及早年创业史时，姚振华
称：“并不是卖蔬菜，而是连锁经营
超市，作为当时的新生事物，我们的
超市扩张得很快。”

近期，险资频繁举牌上市公司，前
海人寿举牌万科更引起各界关注。

12月23日，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
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3号：举牌上
市公司股票》，要求保险公司举牌上市
公司股票，需披露资金来源、投资比
例、管理方式等信息；运用保费资金
的，应列明相关账户和产品投资余额、
可运用资金余额、平均持有期及现金
流情况。

保监会称，“此举是为规范保险资
金举牌上市公司股票的信息披露行为，
增加市场信息透明度，推动保险公司加
强资产负债管理，防范投资运作风险。”

12月23日下午，万科官方在对外
发表声明强调：“在宝能系第一次举牌
之后，我们多次向其表达，希望宝能系
能就其举牌意向做出明确表达，我们
认为让万科的文化得以延续，这是双
方建立信任的基础。在就此达成共识
前，我们希望他们暂缓增持万科的股
票，为双方增加了解、建立信任保留一
点时间。但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
实质的重视或有效的回应。我们没有
看到对话的诚意，只看到一步步逼近
的城下之盟。”

王石和万科官方的对外表态，似
乎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并对宝
能系释放了更多善意。

“宝能系”投资主体平台——钜盛
华，不断增资及增持万科股票的钱从
何而来？

23日晚19时28分，财新刊文称，据
调查，该基金的资金来自浙商银行理
财资金，背后的主角实则浙商银行。浙
商银行如何给“宝能系”输出资金？答
案是一个隐形的子公司——浙江浙银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3日晚19时33分，万科周刊
发布微信文章《王石“认输”？假
的！》，指出当天有关“王石认输报
道”属于不靠谱的自媒体瞎扯。

文章中称：“今天，王石在拜访
瑞士信贷时，与投资者交流，随后就
有所谓“内部人士”向媒体爆料。万
周君看到的最早报道，标题还只是

《王石：我们愿意照顾宝能诉求》，但
子弹飞久了，标题就变成了《王石：
万科宝能是一家人，不应内斗》，再
飞会儿就成了《王石认输！表示放
弃 狙 击 宝 能 从 此 再 无 王 石
……》。”万科周刊官微还发布了王
石当天的发言纪要，“以正视听”。

文章中，万科周刊对于安邦
的描述还是“安邦可能更愿意和
万科管理层合作，近日来双方互
有沟通，但并未达成合作的一致
性意见”。由此看来，安邦最终选
择站在万科管理层的时间，应当
是当晚19时33分之后。

23日晚间，有媒体报道称，深
圳银监局股份制银行监管二处
（股二处）于22日下发文件，要求
各股份制分行、城商行分行，将
宝能系企业在该行的授信及用

信情况向股二处进行反馈，包括
但不限于业务品种、抵质押情
况、用信金额、风险敞口等。文件
还要求对授信及用信情况进行
全口径的统计，包括表内、表外、
委托贷款、理财等。

对此，某股份制银行中层人
士23日晚对媒体表示，已听说监
管部门着手了解商业银行向宝能
席提供融资的情况，虽然其本人
并未看到过文件，但此事很有可
能属实。

“万宝之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
当晚23时50分左右，万科集团官

网发布《关于欢迎安邦保险集团成为
万科重要股东的声明》。大约半小时
后，安邦官网也发布声明称看好万科
发展前景，会积极支持万科发展，希
望万科管理层、经营风格保持稳定，
继续为所有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两份声明直接粉碎了此前关
于“宝能系与安邦是一致行动人”的
猜测，也意味着宝能系离控股股东所
需的股份数额尚有差距。

针对媒体报道宝能系通过投资
平台钜盛华不断增持万科股份的资
金，实际来源于浙商银行理财资金，
浙商银行24日凌晨给出官方回应：

1、浙商银行与万科、宝能都有正
常的业务合作；2、深圳市浙商宝能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深
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
浙商宝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华福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3、
浙商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认购华福证
券资管计划132.9亿元作为优先方，仅
用于钜盛华整合收购非上市金融股
权，不可用于股票二级市场投资。

24日下午，针对有媒体报道称
“华润信托持有宝能地产股权，华润
为宝能地产第二大股东”，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公告表示，不持有宝
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华润证实，公司曾设立一信托计
划，由该信托计划持有部分宝能地产
股份。该信托计划已于2015年6月结束。

23日上午
【主角隔空传话】
王石：我很尊重潮汕商圈
姚振华：我非常尊敬王石

23日13时
【只是时机巧合？】
保监会发文规范
险资举牌应披露资金来源

23日19点33分
【群众演员抢戏】
万科周刊斥有些自媒体瞎扯

23日23时
【宝能系被盯上？】
深圳银监局“摸底”各银行
向宝能系提供融资情况如何

23日16时
【双方关系稍缓？】
万科喊话宝能：入股可 别管我

23日19时28分
【幕后主角浮现？】
媒体揭宝能系资金
来自浙商银行

23日深夜
【反转大戏登场】
万科与安邦在一起了

24日凌晨
【幕后疑云消散】
浙商银行：资金仅用于
钜盛华收购非上市公司

24日下午
【隐形主角发声】
华润称并非宝能地产第二大股东

万科？宝能？安邦？谁是大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