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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该剧以一群勇敢追梦的年轻人为基调，讲述

了留学归来的林美雅与欧阳在飞机上偶然相识，由此

展开一段奇妙姻缘的故事。柴碧云在剧中一人分饰两

角，演绎外柔内刚的蠢萌海归，和外表坚毅内心柔软的

地下女拳手。

留学归来的林美雅（柴碧云饰）与欧阳（孙绍龙饰）

在飞机上因误会而相识，二人也因此展开了一段奇妙

的姻缘。林美雅回国原本准备与男友结婚，未曾想迎

来的却是男友绝情的背叛，从失恋伤痛中走出来的林

美雅决心重新振作，因与欧阳不打不相识，她入职欧阳

所在的公司，林美雅用自己的善良、豁达以及在工作上

的努力进取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并在欧阳事业

低谷的时候与之携手共同努力，两人也在朝夕相处之

中渐渐产生了超乎友谊的感情。林美雅陪伴欧阳参加

一场对于欧阳极其重要的格斗巡回赛事，一路上两人

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共同面对一个又一个挑战，这也使

得两颗年轻的心终于走在一起。

柴碧云不忘初心诠释角色
“做演员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要和你在一起》
主演：柴碧云、孙绍龙、万思维、沈陶然

时间：苏州二套8月8日——8月14日每晚

19：42播出

/看点/该剧首次以大运河为背景，以运河岸边的东

江市为叙事载体，聚焦党员干部路长河的勤政实干，通

过治理河道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化，完成

世界申遗；打造大运河旅游金名片，树立城乡共同富裕

样板等一系列事件，多维度讲述了新时代运河沿岸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的故事。

2003年，东江市为复兴大运河文化，助力大运河申

遗，成立了大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基层干部路长河被

指挥部破格录取。在师长、朋友、领导等的帮助下，路

长河顶住压力，成功协调搬迁了污染大户光明印染厂，

为运河治理干出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不久，路长河

发现有企业偷偷向运河排放污水。一番较量后，企业

采纳了路长河的建议，建造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从根本

上解决了污水污染河道的问题。路长河又投入到运河

沿岸历史街区居民搬迁工程中。他耐心地与居民沟

通，终于让所有居民放心地签下了搬迁协议。其后路

长河一直奋力奔波在运河治理的第一线,将自己有限

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运河复兴的事业之中，他成功阻

止了千年古镇吴镇的古建筑拆除工程，保护了运河两

岸的千年古韵。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

运河申遗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聚焦大运河新时代巨变

《运河边的人们》
主演：王雷、韩雪、王龙正、许龄月

时间：央视一套8月8日——8月12日、8月14

日每晚20：06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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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8月8日

《纪录片时间》
《锦绣纪》：几位丝绸工匠和专家，有意或

无意，寻找或恢复两千多年来失传的丝织技艺。

强度可做降落伞的绢，经纬线奇妙相交的罗，经

线密度超高的锦，都给复织带来无法预计的困

难。在这一段段与古人无言的对话中，我们感

觉到了远古丝绸残片充满生命力的呼吸。中国

古代织工的智慧，千百年后依然焕发着光彩，他

们留下了今人难以企及的技艺和美，却没有留

下名字。

《君到姑苏见第一季》：看过《平江图》，方懂

姑苏城。这张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碑

刻城市地图，详细刻制了南宋的城市格局和街

区巷弄。一座桥、一条河、一棵树都跃然碑上。

它，是苏州人心中的根脉图。我们回望过去，记

录当下，规划未来。有它，便有了依据……

★苏州三套8月8日——8月14日20：00播出

星期二8月9日

《寰宇地理》
考古学家发现的新证据揭露了罗马帝国最

有名的暴君之一，尼禄皇帝以及他臭名昭著的

宫殿的命运。尼禄皇帝奢侈无度，斥巨资打造

的黄金宫殿规模夸张，他甚至还在火灾之后趁

火打劫侵吞土地。尼禄挥霍无度给罗马帝国带

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苏州二套8月9日6：12播出

星期三8月10日

《关键洞察力》
该节目在关注国际时事热点的同时，侧重

新闻关键人物的深入分析解读，让新闻事实变

得有温度、有态度。

★深圳卫视8月10日21：20播出

星期四8月11日

《青蛇》
该片讲述了出身青城山下紫竹林的青蛇与

白蛇，共同修炼五百年，二蛇倘佯人间为情所惑

的故事。

★央视六套8月11日20：18播出

星期五8月12日

《中餐厅》
该综艺节目旨在传播华夏美食文化，首季开

播以来一直好评如潮，如今第六季也快上映了。

黄晓明与尹正、殷桃与章若楠、陈立农五位合伙

人的身份也正式公开。

★湖南卫视8月12日22：00播出

星期六8月13日

《诗·中国》
该节目通过诗人、诗歌和与诗歌相关联的故

事，介绍一首首诗歌的来龙去脉，分为中国之恋、

青春之歌、壮志凌云、英雄本色、巾帼芳华、乡愁流

韵、守望家园、梦想之光等主题。

★安徽卫视8月13日21：30播出

星期日8月14日

《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该片讲述了黄飞鸿来北京看望父亲，却被京

城恶少赵天霸欺压；后得知俄国人欲刺杀李鸿

章，民族大义在前，毅然参加狮王大会，并成功救

下李鸿章并说明治国策略的故事。

★央视六套8月14日19：39播出

/看点/由潘军担任编剧和导演，著名演员何冰、张

国强领衔主演的《分界线》近期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

播。与以往的刑侦题材剧有所不同，该剧以一起突发

的典当行抢劫案开始，也深刻探讨了老百姓柴米油盐

等民生话题，折射出当代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进步，

彰显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和纵深的社会视角。

下岗工人马冬生因为女儿马瑾突然得重症，蒙面

抢劫了一家“黑店”。这家店的老板李兵当年曾强暴过

马冬生的徒弟，负责此案的刑警队长于超竟是熟人。

但是这起案件却带出了一桩贪腐案件和制贩毒大案。

李兵的姐夫副市长陈子韬千方百计地想掩盖真相，甚

至制造出让人顶包的闹剧。不料，马冬生没有就此逃

脱，他以匿名信的方式，向于超揭露了这个阴谋，并承

诺自己会投案自首。随着案件的侦破，于超意识到犯

罪嫌疑人就是马冬生，同时也弄清了马瑾的病因实为

一个制贩毒团伙的“人体试验”所致，被陈子韬控制的

市公安局副局长谭季平，充当了“保护伞”。然而，于超

的恪尽职守的品格也感动了马冬生，他选择了自首，这

也是于超留给他最后的机会。

人们常说父爱无言，这种爱不似母爱般春风沐浴，

但却也同样浓烈。就像马冬生那样，他的肩膀可能不

甚宽广，但同样支撑起了女儿马瑾头上的一片天。

看“小人物”张国强如何诠释父爱

《分界线》
主演：何冰、张国强

时间：江苏卫视8月8日——8月14日每晚

19：30播出

一周导视

卫视
[41]新疆卫视

09：21 远方的山楂树
（43-48）（一、
二）；父母爱情
（1-22）（二至日）

14：20 神探狄仁杰2
（21-40）（一至
日）；隋唐英雄之
薛刚反唐（1）（日）

20：20 扫黑风暴）（一至
日）

[43]辽宁卫视
08：00 动画片（一至日）
08:35 我的前半生（一至

四）；父母爱情（五
至日）

16：40 欢乐集结号（每天）
19：35 如果岁月可回头

（一至日）

[53]宁夏卫视
07：30 剧场（一至日）
13:14 剧场（一至日）
19:40 剧场（一至日）

[54]云南卫视
07：26 雪豹（一）；太行山

上（1-36）（二至
日）

13：28 孤胆英雄（61-65）
（一）；兵临城下
（1-30）（二至日）

19：34 云南省第十二届
民运会开幕式
（一）；甜蜜（37、
38）（二）；过界
（1-10）（三至日）

[57]贵州卫视
08：30 骡子与金子（41、

42）（一）；二十四
道拐（1-33）（一至
日）

19：35 历史上的今天（一
至日）

19：50 运河风流（7-20）
（一至日）

[60]黑龙江卫视
17：44 剧好看（一至五）
19：30 小敏家（一至日）
21：20 幸福私房菜（一、

六）；驿站（二）；劳
动最光荣（三）；遇
事找法（四）；爱上
这座城（五）；抗联
英雄传精编版
（日）

[63]青海卫视
08：10 剧场（每天）
19：35 芝麻胡同（一至

日）
21:30 昆仑眼（一至六）；

守望（日）

[64]吉林卫视
07：42 生命中的好日子

（38-51）（一至
日）

13：39 雪豹（19-46）（一
至日）

19：33 输赢（一至日）

[65]西藏卫视
13：00 午间新闻（每天）
19：30 西藏新闻联播（每

天）
21：50 西藏诱惑（一至

五）

[66]江西卫视
12：55 金牌调解（一至日）
18：15 社会传真（一至日）
19：34 前行者（一至日）
21：30 传奇故事（一、三

至日）；有喜啦！
（二）

[68]陕西卫视
07：28 剧场（一至日）
13：04 剧场（一至日）
19:30 剧场（一至日）
21：02 剧场（一至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8月8日-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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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如何管理？
银保监会公开征求意见

信息披露对象包括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

根据《征求意见稿》，人身保险按险

种类别划分，包括人寿保险、年金保险、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按设计类

型划分，包括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

投资连结型等。按保险期间划分，包括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和一年期及以

下的人身保险。明确保险公司为产品

信息披露主体，信息披露对象包括投保

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及社会公众。产

品信息披露应当遵循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原则。保险公司及其保

险销售人员、保险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应当准确描述与产品相关的信息，无

重大遗漏，不得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

益人及社会公众进行隐瞒和欺骗。

此外，还明确了售前、售中、售后全

过程的信息披露内容。《征求意见稿》要

求，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产品审批或备

案材料报送内容，披露下列保险产品信

息：保险产品目录、保险产品条款、保险

产品费率表、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

品现金价值表、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

产品说明书、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应当

披露的产品材料信息。

禁止诱导转保等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备受行业诟病

的“诱导转保”行为被此次出台的《征求

意见稿》明令禁止。对购买一年期以上

的人身保险产品且有转保需求的客户，

经双方协商一致，保险公司同意进行转

保的，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披露相关

转保信息，充分提示客户了解转保的潜

在风险，禁止诱导转保等不利于客户利

益的行为发生。

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确认客户知悉对现有产品转保需承担

退保或保单失效而产生相关利益的损

失；确认客户知悉可能会因年龄、健康

状况等变化导致转保后新产品保障范

围的调整；确认客户知悉因转保后的年

龄、健康状况、职业等变化而产生相关

费用的调整；确认客户知悉对转保后产

品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单利益等

产品信息充分知情；确认客户知悉转保

后新的产品中的时间期限或需重新计

算，例如医疗、重疾产品的等待期、自杀

或不可抗辩条款的起算时间等。

明确服务特殊人群的信息披
露要求

《征求意见稿》还有针对性地提出，

保险公司应当对60周岁以上人员，以

及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提供符合该人

群特点的披露方式，积极提供便捷投保

通道等客户服务，确保消费者充分知悉

其所购买保险产品内容和主要特点。

另外，就此前屡屡出现的险企“炒

停售”现象，《征求意见稿》也予以明确，

保险公司决定停止销售保险产品的，应

当自作出停售决定后的 10个工作日

内，披露停售产品的名称、停止销售的

时间、停止销售的原因，以及后续服务

措施等相关信息。

违反规定怎么罚？

根据《征求意见稿》，保险公司应当

完善内部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机制，披露

材料由保险公司总公司统一负责管理，

保险公司不得授权或委托保险销售人

员、保险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自行修

改保险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保险公

司应当加强数据和信息的安全管理，防

范假冒网站、假冒APP等的违法活动，

并检查网页上对外链接的可靠性。另

外，保险公司及其保险销售人员、保险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违规泄露

客户信息。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客户信

息保护管理，建立客户信息保护机制。

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保险机

构和相关责任人违规行为的监管举措：

保险机构未按照《征求意见稿》规定设

计、修改、使用产品信息披露材料的，由

银保监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保险机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各界

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征求意见

稿》并适时发布实施。

8月2日，据银保监会官网消息，为规范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行为，

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发布《人身保险产品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炎炎夏日，快来领取一份好看又

“好喝”的福利吧！近日，工行信用卡·

美国运通Clear卡冰爽来袭，3M高透

基片搭配超细金属纤维感应线圈，时尚

元素与未来科技感的潮流碰撞，再加上

精彩的网红热门茶饮福利，感兴趣的市

民不要错过。

即日起至12月31日，持卡人只需

使用每月消费满999元人民币（含），即

有机会于次月前往“工银e生活”App-

“新人专区”-“clear卡权益专区”领取

网红茶饮兑换券 1张，兑换包括星巴

克、奈雪、喜茶、满记甜品、瑞幸、哈根达

斯等网红热门茶饮，每个自然月每位持

卡人限领1张，每月限量1600份，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不止于此，

活动期间，Clear 卡持卡人发送短信

XYK8至95588报名成功后，上月在境

内及境外消费合计达到等值5000元人

民币，本月就有机会享受境外消费6%

返现（含线上及线下）优惠。每人活动

期间返现上限为等值200元人民币，奖

励池金额有限，额满即止。

还有容时3天、容差10元、账户安

全锁等精彩福利等你解锁，更多活动详

情，请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微信

公众号获得。

好看又“好喝”
工行这张卡真心不错

资讯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7日发行二

十四节气（光阴的故事）金银纪念币一

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28枚，其中金

质纪念币4枚，银质纪念币24枚，均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装

饰圭表造型，衬以桃花、麦穗、稻穗、梅

花等组合设计，并刊国名、年号。背面

则有燕子、青蛙、松鼠、虎等多种设计元

素。例如，马上就要迎来立秋节气，其

中1枚8克正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以虎、西瓜、瓜秧为主要设计元素，展现

立秋时节吃瓜“咬秋”习俗，并刊“立秋”

字样及面额。

据介绍，纪念币规格和发行量方

面，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

纯金3克，直径18毫米，面额50元，成

色99.9%，最大发行量4×30000枚；8

克正方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

8克，规格23毫米×23毫米，面额3元，

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24×60000

枚。近日，中国金币网公布了该套金银

纪念币的销售渠道，感兴趣的市民朋友

可以关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

行等金融机构发布的官方信息或咨询

姑苏金店等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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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金银纪念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