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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记

者从昨日举行的广发银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该行正式推出广东省退役军

人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退役军人提

供集贷款融资、 智慧理财、 增值服务

等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

据悉， 在广发银行与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的合作交流中， 广发银行

了解到， 部分退役军人补缴社保的个

人缴费部分存在贷款融资需求。 于是，

广发银行在短短数周内便设计出一款

利率低、 还款周期长、 以信用方式为

主的专项服务退役军人的个人贷款产

品———“退役士兵社保贷”。 广发银行

为该产品提供专属利率优惠， 年利率

低至 3.85%， 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帮助退

役军人解决补缴社保的资金需求， 同

时多样化的还款方式降低了退役军人

的还款压力。

据介绍， 接下来广发银行还将针

对退役军人开展一系列拥军优抚活动，

推出集丰富权益、 智慧理财等为一体

的个人金融服务， 包括银行网点绿色

通道、 手续费减免、 资产配置等， 不

断整合综合化金融服务资源， 为优抚

对象提供优先、 优质、 优惠的银行服

务， 打造拥军服务品牌。

此次合作是金融行业参与退役军

人服务工作的有益尝试。 广发银行方

面表示， 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 全面

深化与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合作。

广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分行也将以此

作为与退役军人联系的有力纽带， 认

真做好退役军人金融服务工作， 积极

营造“拥军优抚” 的良好氛围， 全面

开创退役军人金融服务工作新局面。

广发银行推出退役军人综合金服方案

今年 8 月 6 日， 千山退发布公告

称，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当日收到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市场禁入决定

书》。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对刘祥

华、刘华山等给予警告并处 3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罚款。 对刘祥华、刘华山采取

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记者梳理发现，风光一时的千山药

机此前也曾受到基金、券商等机构的追

捧。 数据显示，在 2016 年二季度末，仍

有不少基金持仓该股。 到 2017 年，仍有

不少券商研报在对该股进行推荐。 然

而，如今落了个退市的下场。

业内声音：远离绩差股和低价股

千山退以较最高价 99.8%的跌幅，

成为目前史上表现“最差 A 股”。数据显

示， 从 2019 年开始， 退市摘牌的股票

中， 最大跌幅都超过了 98%。 到 2020

年，跌幅加大，比如保千里、金亚科技、

盛运环保、乐视网、神雾环保等，跌幅大

多超过了 99%。

7 月 21 日，乐视网正式终止上市交

易，股价定格在 0.18 元，较最高价跌幅

达 99.62%， 创下当时 A 股最大跌幅纪

录。 不过，这一记录只保持了一个月。 8

月 24 日， 神雾环保也进入退市前最后

交易日， 以 99.68%的跌幅超越乐视网。

如今， 这一纪录又被千山退给打破了。

不知道下一个破纪录的又会是哪只垃

圾股？

如何辨别垃圾股？ 业内人士指出，

首先， 要规避爱炒概念的公司。 以千

山药机为例， 这家公司热衷于炒热点，

哪里有热点就往哪里蹭， 最终只落得

退市下场； 其次， 从财务报表中发现

问题， 比如千山药机多次被审计机构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报告。 总的

来说， 不要碰那些有财务问题的、 造

假嫌疑的， 长期亏损濒临退市的以及

ST 股。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新证券法实施

后，会加强退市制度。 投资者要规避退

市带来的风险，远离绩差股和低价股，

这些股一旦触发退市条件，就会坚决

被退市。“目前退市的条件主要有 3

个：一是连续 3 年业绩亏损 ，绩差股

如果不能在第三年扭亏就会退市；第

二就是低价股， 连续 20 个交易日跌

破 1 元面值；第三是重大违规违法会

退市。 ”杨德龙说。

大都会人寿启动

关爱重疾儿童公益计划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李 晶

晶 ）

9 月 15 日， 中美联泰大都

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下称 “大

都会人寿”）

在迎来成立 15 周年

之际， 宣布携手爱佑慈善基金会

发起“守护未来” 公益计划， 长

期支持并帮助中国贫困地区身患

重大疾病的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

医疗救助与康复支持。

据悉， “守护未来” 公益计

划已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 对来

自困难家庭的重疾患儿进行救助

和支持。 而在未来， 该公益计划

将通过捐步、 线上活动等多种方

式， 鼓励大都会人寿员工、 客户

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汇聚更多

爱和力量， 帮助身患血液病、 肿

瘤、 神经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

病、 肌肉骨骼系统疾病、 早产以

及先天性心脏病等重症疾病的儿

童， 让他们恢复健康和回归正常

生活。

安邦保险集团、安

邦财险同时宣布解散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李 晶

晶 ）

9 月 14 日， 安邦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安邦保险

集团 ”）

和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下称 “安邦财险 ”）

发

布公告称， 已召开股东大会， 会

议决议解散公司， 并成立清算组

（筹）

。 下一步， 公司将按照法律

法规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解散，

在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及时组织

清算。

不过， 该集团此前的存量业

务并不会受到影响。 据悉， 新成

立的大家保险集团已依法受让安

邦人寿、 安邦养老和安邦资管股

权， 并设立大家财险， 依法受让

安邦财险的部分保险业务、 资产

和负债。 安邦人寿、 安邦养老和

安邦资管已分别更名为大家人

寿、 大家养老和大家资管。

大家保险集团及旗下子公司

将依法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

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和各方面合

法权益。 消费者在安邦保险重组

更名过渡期间所签订的保险合

同， 其效力也不受影响。 消费者

可以拨打相关客服电话， 若自身

联系方式已有变更， 也需要及时

告知保险公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9 月

16 日，港澳版“云闪付”上线两周年之

际，银联国际宣布，港澳地区已落地包

括“云闪付”在内 10 个支持银联二维

码的钱包产品，累计绑卡超百万张，为

越来越多港澳居民提供基于银联卡的

移动支付服务。今年以来，港澳持卡人

扫码支付交易量同比增长超过 1 倍。

数据显示， 港澳地区已累计发行

超 3000 万张银联卡，已是当地居民主

要的支付工具。以此为基础，银联国际

于 2018 年 9 月推出港澳版“云闪付”，

目前当地几乎全部发卡机构都已接

入。 港澳地区多家主流银行旗下电子

钱包产品也先后开通支持银联二维

码。 通过采用符合 EMV 国际标准的

银联二维码，这些钱包产品都具备“一

次下载，跨境通用”的特点，能有效满

足用户在当地、 回内地及跨境的移动

支付需求。

为持续优化港澳持卡人移动支付

体验， 银联国际加快相关受理场景建

设。 港澳当地已有超 5 万家商户支持

银联二维码，广泛覆盖交通、餐饮、零

售等小额高频消费场景， 包括香港龙

运巴士及部分的士、 澳门轻轨、7-

Eleven、麦当劳、美心西饼、莎莎、顺丰

速递等知名商户。同时，银联移动支付

服务已在跨境交通领域形成特色，有

效支持大湾区建设带来的人员流动需

求：港珠澳大桥、大桥穿梭巴士、珠江

客运、 永东巴士和环岛巴士等跨境交

通均支持银联二维码； 港澳用户还可

在深圳出租车、 广州公交车等内地交

通场景扫码使用。

广东工行前8月发放普惠贷款近千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记

者从工商银行广东分行获悉， 截至

2020 年 8 月末，工行广东分行银保监

普惠口径贷款客户数比年初净增超 2

万户； 今年已累计为 6.3 万家小微企

业发放贷款 996 亿元，贷款余额比年初

净增超 300亿元， 普惠贷款增速比各项

贷款增速高出近 33个百分点，全面完成

银保监会“两增两控”的要求。

目前，工行广东分行为超 7 万户

小微/个体工商户客户提供服务， 规模

庞大，但资产质量一直保持优良稳定。 特

别是在今年疫情特殊时期， 该行小微企

业贷款质量依然保持较好水平。

据介绍，为把握业务发展与风险

防控的平衡，工行广东分行始终坚持

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两手抓。 一方

面， 在线下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

中，不仅要求分支机构、客户经理实

地深入了解企业和股东本身，更要求

将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 专业市场、

产业集群、上下游核心大型企业等数

据信息联系起来统筹规划，针对性制

定风险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依托行

内外大数据，结合客户结算、资产、税

收、交易链条以及政府支持平台等多

维数据构建模型，在目标客户精准定

位、多场景引流客户的同时，实现数

据交叉验证、贷后批量监测、风险提

前预警，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港澳版银联“云闪付”绑卡已破百万张

（上接

B01

）

千山退正式告别A股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