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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税“零跑腿”事项再扩容
今日起，财税库银三方协议实行“网签”
本报讯（记者李小娟 通讯员张大平
叶翩）12月1日起，在武汉新开户的纳税
人办理财税库银三方协议时，将不再国
税、银行来回跑，直接在网上完成协议签
订，实现税款“无障碍”自动扣缴！
据了解，财税库银是由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开发的一
套横向联网系统，主要目的是方便纳税
人通过银行卡自动扣款方式缴纳税款，
也是配合普及网上申报的重要举措。 目
前，全市90%以上的有税户，均选择了这
种便捷的方式缴税。那种拿着现金到办税服
务厅柜台缴税的现象几成历史。
“但是，要使用这个系统，纳税人必
须签订财税库银三方协议。 以往纳税人
要到国税、银行分别签订，跑两个地方，

中信保诚人寿
品牌正式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孟佳）11月29日上
午， 中信保诚人寿品牌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英国保
诚集团执行总裁韦立思、 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 英国保诚集
团亚洲区总部执行总裁兼中信保诚人
寿董事长黎康忠、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
兼中信保诚人寿副董事长李庆萍、中
信保诚人寿总经理赵小凡等领导，与
中信保诚人寿董事会成员、 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来自全国的近百家媒体、优
秀员工及业务精英代表， 共同见证了
中信保诚人寿新品牌的亮相。
随着现场嘉宾共同完成“中信保
诚人寿” 品牌发布仪式，“信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信保诚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

来回跑三遍，确实有点麻烦。 ”武汉市国
税局副局长郭亚光告诉记者：“为了方便
新办纳税人签订协议以及便利现有纳税
人变更事项， 我局今年自主开发完成网签
三方协议系统，积极与各大银行合作，实
现国税、 银行和纳税人三方协议的网上签
订，纳税人办理此项业务再不用跑腿了。 ”
本月试运行中， 武汉水天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成为首批成功签订的新办
企业。 11月28日当天，办完三证合一工
商登记后，办税员马军就在网上签订了
协议：“听说三方协议要跑好几个地方，
没想到我在网上10分钟就完成了签订，
这给我们这些新办企业省了不少事。 ”
像马军这样“尝鲜” 的新办企业共
96户， 无一例外对这一过程表示满意。

工行全面升级账户智能防护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张卫）11月28日，中
国工商银行在北京正式发布智能风控
的最新成果——
—“工银智能卫士” 账户
安全服务。 该服务将与工行现有的“监
控云”平台一起，形成完整的“云+端”智
能防控体系，为广大工行客户的账户交
易和资金安全提供全方位、智能化的安
全防护。
工商银行副行长李云泽表示，“工
银智能卫士”的推出不仅标志着工行在
零售金融领域的风险防控能力与客户
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 也是工行践行
“维护金融安全、发展普惠金融”大行责
任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面对银行客户
最关心的账户和资金安全问题，工行加
快推进新技术在资金安全与风险防控
领域的全面应用，全力为客户提供安全
高效的金融服务。 目前，工行已建成以
信用卡欺诈风险监控、线上交易风险监

招商银行“
联姻”愤怒的小鸟
首推亲子银行卡
本报讯（
记者李小娟 通讯员时
爽）日前，招商银行联合愤怒的小鸟，
推出首创亲子银行卡。 帮助父母从小
培养孩子独立性格，培养“当家“理
念。
招商银行家长卡采用了愤怒的
小鸟中胖红、炸弹黑、飞镖黄三个经
典形象。 儿童卡则采用3D媚眼爆珠
工艺，呆萌小小鸟真实有趣。 大鸟带
小鸟如同爸妈和萌宝们组成的家庭
一般，让全家一起“亲子装”。

“新办纳税人，特别是开户行选择在工商
银行、汉口银行的，目前已经实现了全流
程的网上签订。 其他银行的纳税人，暂
需要网签后到银行面签。 ”郭亚光介绍。
武汉国税温馨提示： 财税库银三方
协议的签订流程是， 登录湖北国税网上
办 税 服 务 厅（http://wsbs.hb-n-tax.
gov.cn ）进入涉税事项网上办理模块，
选择授权（委托）化缴协议－新增，系统
会自动跳出协议书， 纳税人需填写识别
号、名称、银行账号、银行网点等信息，点
击保存后，系统将自动发送给开户银行、
国地税局，并自动告知验证通过，纳税人
就可以享受每月实时扣款的便利了。 对
于已经签订协议的纳税人， 也可通过该
系统进行变更。

招行亲子卡也是招行为萌宝们
设计的第一款真实的储蓄卡。 报告显
示，18.4%的职场妈妈会引导孩子自
己使用零花钱，招行亲子卡很好地解
决了孩子存储问题，可以从消费过程
中学习理财观念。 该卡不仅工艺充满
童趣和家庭亲子感，更是包含多重亲
子福利。 据了解，招商银行已联合了
多家全国亲子商户，一同推出六大亲
子权益和价值千元的亲子玩趣成长
礼包。

控、个人账户欺诈风险监控、电信诈骗
账户识别预警等系统为核心的，覆盖线
上线下、贯穿业务全程、兼具外防内控
的“监控云”平台，对风险交易的事前预
警、事中熔断。 对工行而言，“智能风控”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规划蓝图，而是正在
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惠及千家万户的
金融动力，成为持续不断创造价值的核
心竞争力。
据介绍，“工银智能卫士”集成了账
户安全检测、账户安全锁、交易限额个
性化定制、快捷支付安全管理、纯磁条
卡消费交易核实、大额交易核实、短信
止付、自助渠道余额查询提醒等八项客
户端产品，客户可以自助使用，个性化
定制各种安全服务功能。 同时，客户端
产品将与工行的“监控云”平台一起，构
筑形成完整的“云+端”智能防控体系，
为账户交易和资金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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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要警惕
上月新增问题平台29家
本报讯（记者李小娟）据融360
网贷评级组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
2017年11月底全国正常运营的网
贷平台共计1816家，11月新增平台
3家，新增问题平台29家。11月网贷
平台成交量为1788.5亿，环比10月
上涨12%。截至11月底，P2P网贷平
台贷款余额共计9041.79亿元，较
10月份环比增长1.8%。成交量和贷
款余额出 现 回 暖 。 共 有 661 家 正
常运营的网贷平台上线银行存
管，占 正常 运 营平 台的36.4%。
11月份全国新增问题平台共
计29家，环比2017年10月份减少5
家 。 其中 ， 提 现困 难 6 家 ， 占 比
20.7% ； 停 业 平 台 17 家 ， 占 比
58.6%，位居第一；转 型2家 ，占 比
6.9%；跑路平台仅1家，占比3.4%；
平台失联3家，占比10.3%。

兴业银行荣获
“2017年度责任企业”奖
本报讯（记者李小娟 通讯员陈
迪喜）2017年11月23日， 由中国新
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主办的第十
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
在北京举行， 兴业银行凭借过去一
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优异表现
获得公众与业界专家的广泛认可，
成为唯一荣获“2017年度责任 企
业”奖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2017年度责任企业”评选活
动迄今已举办十三年，由工信部、国
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
监总局、国务院侨办、中华全国总工
会等单位指导， 经专业支持机构评
估、网络公众投票、媒体代表和专业
指导委员会专家评议等程序产生。

中国平安推出
“平安EYE护你”
本报讯（记者李小娟 通讯员刘玉洲）
中国平安于国际残疾人日（12月3日）面向
视障人群， 推出国内首款针对视障人群的
专属产品——
—“平安EYE护你”， 同时还对
平安官网进行了无障碍优化，对1700万视
障人群的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目前保险市场视障人群的保障还存在
诸多盲点。 面对残障人群对保险保障方面
的需求， 中国平安对视障人群进行了研究
分析，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愿，并推出
“平安EYE护你”关爱计划。
该项关爱计划保险产品的条款明确规
定：“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为八十五周

岁以下、视力残疾但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
或正常生活的自然人。 ”也就是说，这款关
爱计划的保险产品是专门为视障人群而设
计的。
在推出产品的同时， 中国平安还联合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 对平安的官网
进行了无障碍优化， 使平台能够接入视障
人群常用的读屏软件， 让视障者可以轻松
“浏览”相关内容。
中国平安表示： 推出针对视障人士的
关爱计划， 就是希望更多的视障人士能够
和普通人一样， 通过保险进一步保障自身
的利益。

冬季汤池泡温泉 购套票儿童免费玩
眼看着天气一天天的转冷，你想好了
怎么让自己温暖地度过这个冬季吗？ 汤池
温泉已经提前替你想好了！ 来自地下的纯
天然72-79℃的温泉水，128个多功 能泡
池， 冬天也能玩的水上欢乐世界给你温
暖！ 现在，汤池温泉冬季特别优惠来啦！ 亲
子游套票包含的内容丰富，年会会议室买
一送一，优惠多多，尽在汤池！

套票升级

赠送儿童门票和早餐

汤池温泉自驾游套票升级了，在原套
票包含客房一间、双人温泉门票和双人自
助早餐基础上，我们再免费赠送1.5米以下
儿童的温泉门票和自助早餐（儿童人数不
超过2名）。 内容升级，价格不升级，自驾游
套票入住三星生态客房， 冬季特惠价480
元起； 自驾游套票入住四星商务客房，冬
季特惠价580元起； 自驾游套票入住五星

尊享客房， 冬季特惠价800元起。 优惠多
多，赶紧行动吧！ 凭房卡到汤池温泉生态
餐厅消费，更享受8.8折优惠。 泡温泉、吃饭
和住宿，一个套票全部搞定！

汤池年会首选

开半天送半天

汤池温泉度假村不仅为你准备了可
满足15-1500人会议需求的22间各式各
样会议室，而且还可享受开半天送半天的
优惠（东方皇家大厅除外）！ 精致贴心的会
务服务团队， 配置豪华的会议室硬件设
施，更有高清LED大屏、投影仪和进口音
响为你公司的年会保驾护航。 关注微信公
众号“湖北汤池温泉”后订票，最低可享5
折优惠。 优惠多多，赶紧行动吧！
心有境乐无界，尽在汤池温泉
咨询电话：027-8578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