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城事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钟建军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起起航航 越越洋洋 扬扬帆帆 筑筑梦梦
— —— 中中 国国 工工 商商 银银 行行 推推 出出 私私 人人 银银 行行 业业 务务 十十 周周 年年

中国工商银行烟台分行私人银行中心，始终以诚信、专业和热忱，为您提供卓越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1号 咨询电话:0535-6252528 6252532

2008年3月27日，中国银监

会授予工商银行中国内地首

张私人银行业务牌照。十年过

去了，作为行业领先的工银私

人银行如今已拥有7 . 5 5万客

户，管理客户资产1 . 33万亿，

客户数和管理资产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高达133%。

格起航

十年历程，承前启后。工银

私人银行在这场大零售转型的
持久战里，坚持客户至上、诚信

稳健、锐意创新，为推进全行转

型进程贡献了一份力量。改革

开放4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一批具有市场敏锐度、敢为人
先的高净值人士实现了财富积
累。他们对于财富管理日益迫
切、日趋多元化的需求，催生了
中国的私人银行业。

2008年，工商银行顺应时
代需求，推出了私人银行业务。
成为国内首家经中国银监会批
准持牌经营的私人银行业务专
营机构。

2008-2010年间，在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
济南、郑州、成都、太原等地成
立十家私人银行分部，初步形
成了覆盖国内重点城市的业务
布局。

格越洋

2011年起工银私人银行
启动全球化发展，在香港成立
了首家境外私人银行中心，

目前私人银行业务全球化
已跻身同业前列，共覆盖境外
21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
覆盖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及澳

新地区的全球服务网络。

格扬帆

2013年开始，工银私人
银行正式开启了“全行办、
专家办”的转型之路。在境
内设立了4 0 0余家私人银行
服务机构，集集团之智、全
行之力，形成总分联动、公
私 联 动 、私 私 联 动 新 格 局 ;
私人银行大类资产配置、专
户服务、境外服务、家族财
富 管 理 等 创 新 业 务 日 趋 丰
富。2 0 1 4年，中国银行业协
会 私 人 银 行 专 业 委 员 会 推

选为首届主任单位。

格筑梦

十载同行，万象更新。
站在第一个十年的交汇处，
工银私人银行将以“君子偕
伙伴同行”为使命 ,构筑与客
户间长久的信任关系，从品
牌、服务、产品、渠道等各个
方面更加精进，不懈追求。

我们将秉持初心，砥砺前
行，以诚信、专业和热忱，全力
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与诸君
共同迈向新征程。

烟烟台台警警方方破破获获2266起起非非法法集集资资案案件件
去年以来，抓获88名犯罪嫌疑人，为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累计1.98亿元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付强 徐忠)
9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召开
的“5 . 15”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2017年以来，全市公安经侦部
门共破获各类非法集资案件2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8名，挽回
经济损失累计1 . 98亿元。

据介绍，烟台市公安经侦
部门在工作中坚持打击与预防
并重，不断强化宣传预防工作，
充分利用传统和新兴媒体，不
间断宣传非法集资犯罪的危
害，揭露新型犯罪手法，呼吁广
大群众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理性投资，不断提高自身的
识别和防范能力。聚焦风险防
控，多次组织全市公安机关经
侦部门开展“涉嫌非法集资广
告资讯信息排查清理”等专项
行动，积极排查非法集资风险，
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及时消除
隐患和化解金融风险因素。

会上，烟台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负责人称，非法集资犯罪
波及领域广泛，商品营销、资源
开发、种植养殖、投资担保等传
统领域案件时有发生。借贷理

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消费
返利等新兴领域已逐步成为非
法集资犯罪的重灾区，特别是
互联网上非法集资犯罪成为普
遍模式。非法集资犯罪手法变
形变异，欺骗性强，有的冒用金
融创新、精准扶贫、慈善互助等
名目，有的授意唆使参与者虚
构商品交易获得“消费返利”，
更有甚者包装造假、隐匿资金、
肆意挥霍，沦为赤裸裸的集资
诈骗。这些新型犯罪手段往往
先在较大城市出现，然后不断
向中小城市蔓延。

下一步，烟台市公安经侦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手段
建设，不断提升打击非法集资
犯罪数据化实战能力，进一步
压缩非法集资犯罪生存空间，
全力维护烟台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为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参与非法
金融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
者自行承担。因此，为避免遭受
经济损失，建议投资人要主动
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和金融常
识，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活动，依
法保护自身权益。

北京婷悦华商贸有限公司自
2017年来，深受烟台市民的称赞与
认可，现继续求购各种年限的新老
茅台、五粮液及2000年之前的全国各
地名优酒，如：剑南春、古井贡酒、泸
州老窖、董酒、郎酒、全兴大曲、武陵
酒、汾酒、虎骨酒、洋酒……另购老
安宫牛黄丸、片仔癀、老阿胶、冬虫
夏草、老钱币、老茶。

茅台酒采购单：2017年—2010

年；2009年—2008年为2200元；2007
年—2006年为2600元；2005年—
2004年为3000元；2003年—2001年
为3600元；1999年—1996年为5800
元；1995年—1990年为1 . 1万元左
右；1989年—1986年为1 . 4万元左
右，1985年—1979年为1 . 7万元左
右；所有酒要求酒满品相好，价格公
开、公平、公正(原整箱价更高)。本公
司绝不克扣每瓶酒的价格。

为方便市民可安排公司人员上
门服务，烟台下属区及县市可提前
预约。

烟台总部地址：北马路与胜利
路交叉路口往南100米——— —— 如家
酒店(原奇山宾馆)一楼101室。

咨询电话：张老师151-1795-
2415。

公交路线：坐43/45/47路公交
车到汇丰广场下车。

茅茅台台酒酒及及各各种种老老酒酒免免费费鉴鉴定定回回购购中中心心
应邀延长活动时间：5月3日—6月20日早8:00—晚5:30

5月1 0日晚7时半，夜幕
徐徐降临，如星星般闪耀的
蓝灯在蓬莱阁主阁亮起，瞬
间绽放出耀眼的蓝色光芒，
成为夜空中最绚烂的景色。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欧盟
旅游年”，世界旅游联盟联合
创 始 会 员 中 国 旅 游 景 区 协
会，组织北京、上海、广州、西

安、成都、大连、青岛等1 8个
中国重点城市的32个代表性
景区，同时开展以“欧盟蓝”
为主色的灯桥点亮活动。此
次蓬莱阁与其他景区共同点
亮“欧洲蓝”，不仅点燃了欧
洲文化热潮，也让欧盟游客
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华文化韵
味和崭新的发展面貌。

根据2018年“中国-欧盟
旅游年”活动安排，欧盟于今
年3月2日(即中国元宵节)前
后，在比利时、法国、西班牙、
意大利等1 8个成员、6 6处标
志性建筑、主要景区等地点
举办了“中国红”点亮活动，
活动反响强烈，影响深远。此
次欧盟蓝灯桥点亮活动是世

界旅游联盟在2018“中国-欧
盟旅游年”框架下举办的重
要活动。

蓬莱阁是国家首批5A级
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素以“人间
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
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
内外。主体建筑蓬莱阁建于北

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与
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并称中
国古代四大名楼。它高踞丹崖，
拔地而起，与浩淼的碧海相映，
云烟缭绕，构成一幅“仙阁凌
空”的美丽画卷。相传当年“八
仙”就是在此阁上开怀畅饮后，
各显神通漂洋过海。（通讯员

黄海丽）

夜夜空空最最绚绚烂烂的的景景色色：：蓬蓬莱莱阁阁点点亮亮““欧欧洲洲蓝蓝””

警方提示了非法集资重点
防范项目：

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
返利"等为幌子的；以投资境外
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
幌子的；以投资养老产业获高
额回报或“免费 "养老为幌子
的；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
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
登记的；以投资“虚拟货币”“区
块链”等为幌子的；以“扶贫”

“慈善”“互助”等为幌子的；以
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
揽老年群众的；"投资""理财"公
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以
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
账户交纳投资款的。
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具有显著特征，
广大投资人要掌握以下常识，
以准确识别非法集资：看主体
资格是否合法。根据现行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社会不特

定对象募集资金必须经过法定
部门审批。如某种集资活动未
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
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
和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
批准的集资，就涉嫌非法集资。

看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募集资金。所谓“不特定对象”
是指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对不同身份、年龄、性别、职业、
行业、资产状况的社会各类投
资人不加选择，来者不拒，而不
是仅针对少数特定人员。

看是否承诺保证本金和收
益。非法集资行为具有许诺一
定比例集资回报的特点，若宣
称投资无任何风险，并承诺在
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给予其
他投资回报，即通常所谓的“保
底"条款，即涉嫌非法集资。

如投资人通过上述特征仍
无法识别是否属于非法集资，
要多向懂行的家人、朋友和专

业人士仔细问询，审慎决策，防
止上当受骗，切不可抱有侥幸
心理，盲目投资。为有效防范非
法集资行为，还要坚持做到：要
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免
费的午餐”。对“高额回报、快速
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客观、冷
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要树立
风险防范意识。高收益往往伴
随着高风险，特别是一些不规
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
风险，尤其是要警惕所谓的官
方背景，警惕企业过度包装、夸
大实力，警惕“熟人”的现身说
法和热心推荐，警惕陌生人的
反复劝说，警惕炒作新兴概念
和时尚名词。市场有输赢，投资
有盈亏，面对形式多样的集资
行为，投资人要端正心态，理性
思考和分析，一定要通过正规
金融机构和正规渠道进行投资
理财，最大限度降低投资风险。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如如遇遇有有以以下下情情形形的的““投投资资””““理理财财””项项目目
务必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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