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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打着ETC名号诈骗短信

车主切勿轻易点击链接

平安好车主

启动车主服务节

过去，找不到地方停车、没时间

去年检、 出险等待查勘员等用车痛

点，一直困扰着广大车主。 对此，“平

安好车主”将多个用车场景、服务“一

网打尽”， 围绕车主需求搭建了涵盖

“车保险、车服务、车生活”的一站式

服务平台， 给车主带来了诸多便利。

近日，正值上线五周年之际，平安好

车主正式推出“车主服务节”活动，带

来了诸多优质服务和产品回馈车主

客户。

据介绍，本次服务节以“好车主，

平安多服”作为主题，并分为“预热

期”、“爆点日”等三个阶段，通过线上

活动、抖音挑战赛等形式，让车主体

验平安好车主贴心服务的同时，获得

更多优质优价产品。 其中，9月9日至

17日期间，参与线上活动即有机会获

得惊喜礼包， 最高可获得价值5万元

大奖。

值得关注的是， 恰逢双节来临，

服务节推出了针对个人旅游的出行

意外保障产品———平安行，由平安产

险首发推出，50元可保全年，100元升

级保全家。 产品保障范围包括旅游、

探亲、商务出行，涵盖意外、医疗、三

者人伤责任以及出行期间家财责任，

一次性解决客户多次出行， 多次购

买，单次价格较高的痛点，实现一人

投保，全家受益。

此外， 针对小微企业的经营风

险，平安产险还在本次服务节期间加

推了“乐企E生”产品。 据悉，该产品

可根据小微企业生命周期智能推送

方案，采用“财产一切险”，企业存货

也可保， 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保障需

求。 同时，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定制

的产品形态，搭建“保财产、保员工、

保顾客”的一体化保障体系，有效化

解小微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多种

风险。

文

/

李晶晶

利奥纸品集团再获

4亿港元绿色融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近

日，利奥纸品集团与8家银行签署总

值4亿港元的四年期绿色定期和循

环信贷贷款。 该集团两年内共取得

了7.5亿港元的绿色贷款， 成为香港

首家连续两年成功完成绿色融资的

企业。

据了解，4亿港元贷款大部分将

用于鹤山厂房的绿色项目， 包括在

现有印刷厂房中进一步加强节能减

碳、废气防治、废物防治、废水防治

等项目。

据透露， 该集团2018年取得的

3.5亿港元绿色融资， 至今已投放超

过1亿港元于不同节能技改项目中，

如购置节能减碳的新装置， 每年节

省了接近900万度用电量和减少接近

4500吨的碳排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随着

汽车ETC的普及，将来高速公路不停车

快捷收费率达到90%以上， 对此各路车

主都抓紧时机办理ETC业务。 不过近段

时间以来，记者了解到，市面上出现了

打着ETC的名号来诈骗的短信骗局。

据记者了解到， 该信息显示内容

为：“【高速ETC】尊敬的车主您好，您的

ETC审核流程还没完成， 点击链接尽

快完成。 XXX.com，以免影响使用。 办

理即送200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类似

于这种看似由银行发出来的一个ETC

办理的短信，短信中还带有链接，其实

都为诈骗的短信。 该短信为不法分子

使用基站群发， 伪装银行或其他官方

号码， 发送虚假的链接吸引收到短信

的人士点击， 而链接内则是有各种骗

取银行卡信息、交易密码的网站，更甚

者还有可能在智能手机中趁机植入木

马程序，来偷取通讯录、支付宝、银行

卡密码等重要个人信息。

记者从粤通卡客服中心方面了解

到， 目前广东地区暂时没收到类似这

样相关的投诉或咨询。 有银行人士就

提醒， 办理 ETC 业务建议应按照银行

或粤通卡的官方渠道来办理为上策，

如直接到银行网点或者银行的。 而对

于来历不明的短信， 切勿轻易点击链

接， 避免资金和其他个人安全信息泄

露。 市民一旦发现受骗上当或个人信

息泄露， 要及时联系银行中止交易或

冻结银行卡以及更改密码的形式保障

资金和账户安全。

短期房贷利率下行可能性不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9月11

日， 数据监测机构融360大数据研究院

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8月全国首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为5.47%，环比上涨了3基

点；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78%，环比

上涨2基点。 数据还显示，8月广州地区

首套房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环比上涨了4

个基点。

据悉，个人住房贷款新政要求未来

新增房贷将参考LPR进行加点定价，首

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

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套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

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 最近

一个月5年期LPR水平为4.85%，8月全国

首套房和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水平相

当于在此基础上分别加了62个基点和

93个基点。

9月6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降准

后市房贷利率怎样走呢？ 融360大数据

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认为，不管是降准

措施，还是LPR新报价机制的推出，最终

都是期望通过银行传导可以降低贷款

实际利率。 政策层面上，明确提到不把

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的手段，而且

资金围堵力度之大，违规检查之严的程

度远超以往。 短期来看，这轮政策主要

是为了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房贷

利率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预计将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银行在系统改造和合同修

改完成后， 开始对新增房贷使用LPR来

报价。 随着新定价机制的逐渐成熟，各

银行普遍都会对LPR进行整数位加点，

而非简单依据现有水平倒推。 短期的波

动不可避免，但应该都在用户的心理接

受范围之内。

24家上市公司相中董责险

数十万元保费撬动亿元保额为董监高壮胆

信息时报讯

近期，科创板公司为

高管人员投保董责险的消息引发市场

热议。 据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A股

年内共有2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董责险

计划投保公告或“接续”投保公告。 从

保费来看，24家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

的普遍预算在20万元至50万元之间，保

额普遍在3000万元至1亿元，最高可达2

亿元，保险期限均为1年。

24家A股公司投保董责险

近年来，由于高管说错话、干错事

等错误或疏忽， 造成上市公司股价下

跌、声誉受损的案件频频发生。

而董责险就是专门针对此类风险

设计的保险，董责险的全名为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赔偿责任保

险，是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职员在

行使其职责时所产生的错误或疏忽的

不当行为进行赔偿的保险。

董责险赔偿责任主要包括两部

分： 一部分是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及公

司为个人责任进行的补偿， 另一部分

是公司自身的责任。 承保范围包括庭

外和解、判决或和解损失、律师费以及

对于公司事务正式调查的抗辩费用。

综合来看，目前A股市场上购买董

监高责任险的公司主要是以下几类：

一是A股和H股两地上市公司； 二是公

司治理较好的大型国企及金融机构；

三是聘用了有海外背景高管的， 或者

有股东是外资背景， 或有跨国业务的

公司；四是科创板公司。

从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的投保

情况来看，据记者统计，共有24家上市

公司发布了董责险投保或“续接”投保

计划。 这24家公司分别为长城证券、万

和电气、国投电力、英飞拓、华胜天成、

中国铝业、联化科技、罗莱生活、深纺

织A、中国外运、粤传媒、博雅生物、中

原特钢、洛阳钼业、光库科技、神州高

铁、山东墨龙、福耀玻璃、巨石股份、易

见股份、数知科技、东江环保、格力地

产、常山北明。

据记者统计，目前上市公司投保董

责险普遍预算在20万元到100万元之

间， 但保额需求在数千万元到亿元之

间，保险杠杆效应明显。 例如，万和电气

于8月28日审议通过了议案， 公司拟为

董监高购买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不超过

1亿元，保费支出不超过30万元/年。

上市公司投保率不足10%

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2018年，

上市公司被投资者提起民事索赔事件

有326件，索赔金额超过55亿元，索赔人

数超过75000人。从数量上看，索赔事件

大概占A股上市公司总量的10%； 从金

额上看，索赔金额从2013年的约10亿元

暴涨到2018年的55.4亿元。

由此可见， 董责险未来的市场空

间较大。 据记者了解，目前A股3600余

家上市公司中， 董责险投保率不足

10%。

对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

示， 我国董责险普及率低的根本原因

是董事信托责任没有很好地建立。

安达保险金融险部负责人周一芳

认为，相较A股其他板块，董责险在科

创板更受欢迎， 是因为科创板有多个

风险点非常容易触发公司与投资者之

间的矛盾，更需要有保险公司的介入，

通过董责险转移企业未来面临的诉讼

风险。

业内人士还认为， 目前该险种的

风险转移作用还没有被上市公司普遍

认可和信任。 此外，上市公司被索赔的

案例较少， 有公司可能在连续投保几

年后，没有发生过理赔，可能就会选择

不再续保。

据证券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