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

08

责编 卢士昌

2017 年 1 月 18 日

美编 肖颖

星期三

中国银联发布“移动支付安全报告”

女性大额损失比例高于男性
本报讯 （记者王丹妮 通讯员易
凌）近日，中国银联发布2016移动支付
安全调查报告，该报告已是连续9年跟
踪持卡人支付习惯及风险偏好。
本次调查共计收集有效问卷超过
9万份，其中年龄以20岁至40岁人群为
主，地域分布覆盖广东、浙江、上海、北
京、江苏、福建等全国31个地区。 今年
的报告除了继续重点关注持卡人互联
网移动支付习惯外， 还结合2016年共
同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社会热点
进行针对性调查分析， 旨在为持卡人
与相关产业各方带来支付安全领域的
趋势指引。

调查显示，社交账号盗用、短信木
马链接、 骗取验证码成为最常见的诈
骗手段。 欺诈手段针对性进一步增强，
根据 不同 人 群特 点 实 施 差 异 化 的 诈
骗：85后受访者遭遇盗用社交账号欺
诈超九成；40岁-50岁消费者遭遇木马
链接短信风险逾八成； 30-40岁的消
费者约六成有被骗取动态验证码和遭
遇钓鱼网页等欺诈风险。
约有1/4的被调查者表示遭遇过
网络诈骗并发生过损失， 较去年上升
1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近两成女
性损失金额高于5000元， 比男性高九
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64%的 被调 查 者曾 使
用手机号码同时注册多个账户， 包括
金融类账户、 社交类账户和消费类账
户等， 其中遭遇过电信诈骗并发生损
失的比例过半，高于整体平均水平。 用
手机 同时 注 册 金 融 类 账 户 及 其 他 账
户，如发生信息泄露，犯罪分子更易接
管金融支付账户盗取资金。
中国银联支付安全专家王宇介绍
道：“去年以来，银联通过实时拦截、资
金暂缓清算以及货物拦截等一系列措
施，为消费者挽回损失2.1亿元。 调查则
显示， 全额或部分追回损失的超过五
成，较去年提升33%。 ”

最常见的诈骗手段
社交账号盗用
短信木马链接
骗取验证码

工行向全国46万员工发动员令

资产规模突破4万亿元

服务是生存之本、发展之基

唐双宁：十年改革再造七个“
光大”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卫）1月16
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召开服务
文化发布暨服务改进成果展示会，
正式发布“客户为尊，服务如意；员
工为本，诚信如一”的服务文化核
心理念。 这是工商银行继廉洁文化
和合规文化发布之后，开展企业文
化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旨在通过
加强服务文化建设，加快全行建设
“客户首选、员工为荣”满意银行的
步伐。 据悉，这是国内银行业首次
发布的全行性整体服务文化。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表示，
本次服务文化核心理念的发布掀
开了工商银行推进转型发展、打造
客户满意银行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新篇章，也是工商银行向社

会大众做出的庄严承诺，向全行46
万员工发出的动员令。 服务是金融
生存之本、发展之基。 工商银行从
创业之初秉承人民银行的“三铁精
神”， 一直到集团文化核心价值观
的提出，每个发展时期都有文化核
心理念作为强大支撑。 但不管时代
如何变迁、环境如何变化，工商银
行“以客户为中心”“服务创造价
值”的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 成
立30多年来，工商银行始终以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积极适应宏
观环境变化，通过持续优化金融资
源配置和加快金融创新，着力在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结构
升级调整中发挥大行引领和带动
作用。

这个春节，一起 Running Man 赢大奖！
年度春运大戏拉开帷幕， 中英先生
温馨提醒，畅享美食别忘注意饮食健康！
贴心送上《春节健身大作战》小游戏，身
体力行告诉大家，如何避免每逢佳节胖
三斤！ 一目了然参与流程，欢快轻松游
戏体验，每天三次抽奖机会，我买网1元
购、年货采买的京东购物卡、春节出行必
备的流量加油包和众信旅游卡等，琳琅
满目。 还有日韩游轮旅行券、Iwatch及
京东购物卡等全国排名重磅大奖等你
拿！
1月13日到23日，加入中英先生奔

跑队伍吧！ 在欢乐游戏中收获健康，收
获惊喜好礼！
中英人寿，关爱万家！ 让中英先生
陪您度过健康幸福团圆年！
︵
扫
描
二
维
码
即
可
游
戏
︶

本报讯 （通讯员杜钺）1月16日,中
国光大集团2017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 截至2016年末，中国光大集团资产
总 额 达 到 4.4 万 亿 元 ， 较 当 年 初 增 长
25%；净资产达到3600亿元，增长12%；
实现利润总额542亿元， 财务状况大幅
改善，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
双宁用“四件大事”回顾了2016年的工
作。 一是经营实力跨上新台阶，资产规
模突破4万亿元， 十年改革重组发展规
模相当于当年七个“光大”，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二是品牌实
力得到新提升， 在世界500强的排名跃
升至313位，上升107位，上升位次居全
球金融企业第一名。 三是经营发展开创

新局面，从“质变”角度由过去坐等被并
购到积极“走出去”主动并购经营，成功
收购一批境外企业。 四是召开中国光大
集团历史上第一次党建工作会议，是党
建工作力度最大的一年。

武汉市金融工作局请您来领票！
2017年1月9日至1月16日， 武汉市
金融工作局、武汉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微信公众号“武汉
处非”，在全市范围内举办了“防范与处
置非法集资有奖知识问答”活动，受到广
大市民朋友热捧。
武汉市金融工作局随机抽取了550
名参与有奖问答并实名登记的市民，每
人送出武汉市说唱团2017年度新春方
言贺岁剧《财神来敲门》演出票2张。 获
奖市民将收到通知短信，凭获奖短信于
2017年1月19-20日9:00-17:00，前往

江岸区胜利街261号 （近胜利街一元路
公交站）领取演出票。
市民朋友亦可关注“
武汉处非”微信
公众号核实获奖信息。

坚持稳中求进 深化转型发展

万峰给新华保险 2017 年定调
2017年1月16日，新华保险2017年度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股东代表、驻司董事
和公司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各分公司、总部
各部门、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新华保险董事长兼CEO万峰发表题
为 《坚持稳中求进 深化转型发展 为实
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打好攻坚战》的讲话。
他强调指出：新华保险2017年工作的指
导思想是“坚持稳中求进、 深化转型发
展”。稳中求进是公司十三五时期的总体
基调，着眼于“稳”，实现总规模正增长，

保持政策导向稳定，保持现金流稳定，确
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发力于“
进”，继续
优化保费结构、年期结构、产品结构、费
用结构和利润结构，加速价值成长，实现
业务增长。 转型发展是公司十三五时期
的整体战略，2017年要坚持问题导向，
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将转型
发展推向纵深；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把每
一颗钉子钉实钉牢， 一点一点把美好的
蓝图变为现实。
在谈到未来五年的基本战略时，万峰

指出， 未来五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实现
“
做强”。 为达成这一任务目标，十三五时
期分为两步走：2016-2017年为转型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调整业务结构、改
善发展基础，2018-2020年为发展期，这
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新的发展态势。
2016年公司以转型发展和自主经营体系
建设为突破口， 实现了良好开端，2017
年，公司要继续深化转型发展，全面实现
第一阶段的任务目标，这是历史赋予这一
届班子和整个新华团队的使命。 同时，公

司在转型发展中仍然存在若干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需要尽快去解决。
基于对形势的认识， 新华保险确定
了2017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坚持稳
中求进、深化转型发展。 基于此，万峰全
面部署了2017年重点工作安排，一是努
力超额完成业务计划； 二是深入推进管
理体系建设；三是大力夯实队伍基础；四
是完善自主经营；五是加强子公司管理；
六是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七是稳步推进
企业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