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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文：

设立广州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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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玫琳凯提出了“美力 WE 事

业”的理念，旨在为平凡女性开启事业之路

解决“资金少”、“经验缺”及“家庭平衡难”

等问题。“美力 WE 事业”发展路径不设有

天花板。 此外，“玫琳凯粉红色轿车奖励计

划”也在今年推出了更多车型，以让更多优

秀的玫琳凯独立销售队伍有机会拥有粉色

座驾。 目前， 玫琳凯所奖励的粉车已有

10000 辆余，包括保时捷、奔驰及大众等不

同车型。

“轻起步重培养” 助力打工族创业

论坛来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城市中的

打工一族。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下，这群年

轻女性纷纷冒出了想要通过创业改变按部

就班生活的念头。然而，“想创业，却无从规

划；想起步，却碍于资金风险”是她们共同

的心声。

对此，玫琳凯“美力 WE 事业”为其推

出“轻起步，重培养”的解决方案：一方面，

给予低门槛起步的机会， 并且已在全国布

局数千家工作室用于场地支持；另一方面，

玫琳凯为新人销售队伍设定了清晰的业务

规划，并制定独具特色的培训体系，提供线

上线下超过两百门学习课程， 涵盖产品知

识、销售技能、服务方法、沟通技巧、团队管

理和领导力等全方位培训内容。

“宝妈”重启事业难

弹性工作时间解决平衡问题

对于另一群有着重启事业需求， 但又

碍于无法从照顾家庭的职责中分身的“宝

妈们”来说，“美力 WE 事业”可以为其提供

弹性工作时间，帮助她们在个人生活、事业

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点，让“一边带娃一边

赚奶粉钱”的梦想成为现实。

作为一家有着超过半个世纪专注女性

事业发展经验，业务遍布近 40 个国家和地

区的跨国企业，自 1995 年进入中国，玫琳

凯一直在运用其全球视野及强大的海外研

发团队来赋能中国女性取得事业成功。 如

今，在中国市场，当健康消费和美丽消费成

为主流趋势， 玫琳凯所深耕的美容护肤产

品和营养品两大领域市场潜力巨大， 也为

从事玫琳凯事业的销售队伍提供了广阔的

事业发展空间。

玫琳凯美力 WE 事业 为平凡女性开启创业之路

百城联动 全国大型女性创业论坛登陆广州

当下“她力量”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期

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近日，全球知名美容

美妆品牌玫琳凯公司在全国百城发起了“玫琳凯

女性创业论坛”，9月 22日该论坛登陆广州， 吸引

了众多有志在事业上有所突破的女性积极参与，

并帮助她们在论坛中获得专业的事业起步规划。

收获的喜悦， 如深耕一年的秋收，如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一批优秀员工此刻的

心情，那是被认可的喜悦，是获得“中国银

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 殊荣的喜

悦！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

位”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品牌象征和行业引

领，代表着中国银行业营业网点的服务标

杆和最高荣誉，对于树立银行文明规范的

服务形象，提升客户服务的满意度和美誉

度， 带动银行整体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

提高银行社会声誉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加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

单位评选活动， 是参与网点落实服务规

范、优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营造服

务氛围、树立服务品牌的重要契机。 兴业

银行广州分行多年来高度重视创建工作，

鼓励全辖网点向“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示范单位”靠拢。

2016 年、2018 年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分别有三家网点获评“中国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 是兴业银行系统

内获奖数量最多的分行。 2019 年，经过精

心组织，持续督导，认真评比，优中选优，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又有三家网点被广东

银行同业公会向中国银行业协会推荐为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网点”。

您去过这些网点吗？ 它们都有智慧化

的服务设施，有人性化的服务流程，有个

性化的功能区域，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

标杆网点。 它们持续发挥着榜样的典型示

范作用，带动着更多网点进一步加强服务

规范管理，升级智能设备，完善服务细节，

关注客户体验，持续提升兴业银行广州分

行的服务水平， 带动全辖网点一同争创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 它

们欢迎您的莅临！

2018 年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

佳示范单位：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广州五羊支行

2019 年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五

星级网点被推荐单位：

兴业银行中山分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东莞虎门支行

兴业银行东莞长安支行

争当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

广

州市供应链金融有望迎来高速发展。

近日，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印

发 《广州市关于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

的实施意见》

（下称 《实施意见 》 ）

推进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供应链金

融。 《实施意见》 提出研究设立广州

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 支持广州产权

交易所开展供应链金融底层资产产权

交易服务， 鼓励广州商品清算中心创

新资金监管、 信用信息服务。

《实施意见》 提出， 要大力推进

小额贷款、 融资担保等各类地方金融

机构与实体经济紧密发展， 鼓励在风

险可控、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创

新， 提供特色化、 差异化、 个性化的

金融服务。 支持设立广州供应链金融

协会， 作为行业自律组织， 通过协会

整合各方资源， 实现信息共享。

就 《实施意见》 具体特点而言，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进行解读时表示， 支持供应链金融

创新发展是主要特点。 《实施意见》

提出建设广州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

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交易、 开展供应

链金融资产证券化等举措， 高度重视

供应链核心企业作用， 通过授予“广

州供应链金融服务基地” 称号、 支持

设立地方金融机构等方式， 吸引供应

链核心企业参与供应链金融发展。 同

时， 广州将研究建立供应链金融融资

风险共担机制， 在制度建设层面具有

一定创新性。

“此外， 广州供应链金融建设高

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和管理。 《实

施意见》 坚持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

并重的理念， 在研究建立担保权益

信息统一登记制度、 加强行业自律

管理、 完善机构内部风控体系、 对

相关风险隐患进行实时监测预警 、

打造‘监测预警-处置化解-持续

监测’ 闭环管理等方面多措并举， 维

护我市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上

述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 《实施意见》 是根

据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

2017

〕

84

号）

、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

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

意见》

（银保监办发 〔

2019

〕

155

号）

和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我

市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

（穗府办函 〔

2019

〕

50

号）

等

文件精神制定。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昨日，

德勤中国发布的全国上市业务组最新

研究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新

股发行速度加快，受惠于科创板开板，

新股发行数量大幅增长， 平均融资额

则小幅下降。

据德勤预计，截至第三季度末，将

有127只新股登录资本市场，总共融资

14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和20%。上

交所继续在新股数量和融资额上领

先，预计到三季度末有74只新股上市，

共融资886亿元； 深交所则有53只新

股，融资约515亿元。 德勤全国上市业

务组中国A股资本市场华南区主管合

伙人李渭华表示， 来自科创板的33只

新股融资472亿元，是今年上交所以及

整个A股市场新股发行强劲的主因。

至于中国内地企业赴美上市的数

量，则显现下降的趋势，预料至 9 月底

时，今年将有 21 只新股，融资 29 亿美

元；去年同期为 27 只新股，融资 74 亿

美元。 同比分别减少 22%、61%，平均新

股融资规模则下降 50%。

德勤还预测，今年余下时间，内地

市场或会进一步聚焦科创板， 而一只

全新科创板成份指数或会于 10 月推

出，并带动科创板新股数量于 2019 年

末时增至 80~100 家， 募集 1000 亿~

1250 亿元。 今年年末时，主板、中小板

及创业板 3 个市场可为全年迎来总共

110~130 家企业上市，所贡献的融资额

至少达 1200 亿元。

自 4 月符合资管新规的第一只摊

余成本法债基发行后， 该类债基作为

公募基金行业的“新品种”， 获得了

稳健投资者的欢迎。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7 日， 7 月、 8 月和 9 月分

别有 4 只、 6 只和 7 只摊余成本法债

基成立。 始终将固收业务作为核心业

务之一的东方基金， 目前也在发行一

只摊余成本法债基———东方卓越 3 年

定开债基。 作为公司旗下首只摊余成

本法债基， 东方基金为其配置了强大

的投研团队， 其拟任基金经理为东方

基金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吴萍

萍。

针对基金成立后的建仓策略，吴

萍萍表示， 基金将在封闭期内进行杠

杆投资， 其中杠杆放大部分仍投资于

剩余期限不超过基金剩余封闭期的固

定收益类工具， 并采用买入并持有到

期的策略。 同时，采用滚动回购的方式

来维持杠杆。 一旦建仓完毕，初始杠杆

确定将维持基本恒定，通过这种方法，

基金可以将杠杆比例稳定控制在一个

合理的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新股发行加快

东方卓越3年定开债基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