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回顾
年近七旬的孙阿姨声称购买了某非金融企业员

工丁某推荐的保本高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不但保

本还收益高，年化利率高达10%，而且只有内部员工

才有资格购买。为了回馈老客户，员工丁某将自己

的购买资格让给了孙阿姨。孙阿姨信以为真，购买

了100万元该理财产品。产品到期后，孙阿姨向丁

某催要投资本金及利息，由于一直拿不到投资钱款，

被害人孙阿姨开始产生怀疑，并前往丁某的企业求

证，发现自己签的理财协议都是假的，于是报警，但

被骗钱款已被丁某挥霍殆尽。

案情分析
2018年4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明确规定“金融

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

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

付”，理财产品刚性兑付被打破，对于宣传理财保本

的不可轻信。

资管新规明确规定了，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

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

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了解理财

销售渠道是否具有销售资质很重要。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

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营业场所销售自身依法发行的理

财产品及合作机构依法发行的金融产品，应实施专

区“双录”管理，即设立销售专区，并在销售专区内装

配电子系统，对每笔产品销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

“双录”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减少私自销售产品、

误导销售等问题。

光大银行提醒您
1、投资者要选择正规持牌机构。注意查验相关

机构是否具备经营资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侵害。

2、选择正规从业人员。投资者应注意查验提供

销售服务人员的金融从业资质，防范诈骗风险。不

随意提供个人信息、金融账户信息，不轻易点击不明

链接，不向不明第三方转账汇款。

3、选择正规销售渠道。投资者要在正规营业场

所接受金融服务，通过金融机构官方线上线下渠道

购买产品，该录音录像的要录音录像。不要让金融

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代购买，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要

直接进入理财产品的发行人账户，如果进入个人账

户或者第三方账户很可能就是买了“假理财”。

4、投资者尤其是高龄投资者要摆正心态，买适

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不贪图理财产品投资

的高息回报。没有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高收

益意味着高风险，投资者应清楚“保本高收益”就是

金融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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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20日起，中国银行将对连续18个

月及以上无主动交易、且无任何未偿款项和存

款的长期睡眠信用卡进行降额、停用或销卡等

处理。而此前，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

等30余家商业银行陆续发布通知，将对长期

睡眠的信用卡开展账户安全管理等工作，主要

内容为停用或销卡。

4亿张信用卡在“睡眠”

新一轮“清卡”行动开启

“您名下末四位****账户因自开户之日起六个月

内无发生交易，为保障您的账户安全已暂停非柜面交

易（社保卡的医保交易除外），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至我行网点、广发银行微信（微营业厅-服务大厅-

账户异常解除）或手机银行APP（首页-全部-账户管

理-账户异常解除）申请恢复。”近期，不少市民收到类

似的银行短信，各行均表示将对半年内未产生交易的

银行卡进行处理。

此次银行集体“清理门户”，源头是去年7月中国

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

康发展的通知》。《通知》中规定，连续18个月以上无客

户主动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溢缴款为零的长期睡眠

信用卡数量占本机构总发卡数量的比例在任何时点

均不得超过20%。《通知》要求各发卡行存量业务在2

年过渡期内完成整改，并在6个月内完成业务流程及

系统改造等工作。

目前，《通知》规定的半年期限已过，银行业信用

卡业务整改也在持续深化。整体来看，管理方向主要

集中在清理睡眠卡、限制单一持卡人持超量信用卡和

优化分期业务等方面。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末，

信用卡（包括贷记卡和准贷记卡）的累计发卡量为

11.3亿张，其中6个月内有过使用记录的累计活卡量

为7.4亿张。这也意味着，有近4亿张卡在6个月内没

有任何使用记录，处于“睡眠”状态。

管制持卡数量 明确资金用途

在新规落地的过程中，信用卡持卡数量及信用卡

资金用途同样被规范。兴业银行公告称，同一客户在

该行新开立信用卡账户时，持有该行当前状态正常的

信用卡总数量不能超过6个，上海银行限制在8张以

内，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相对宽松，上限为20张。

部分银行还对主卡、附卡的数量做了详细限定。

以招商银行为例，该行信用卡中心规定，同一客户在

该行持有的信用卡主卡及附属卡有效卡数量总计不

超过20张（含20张）。其中，客户名下持有的主卡有

效卡数量不超过10张（含10张）。

另外，根据信用卡新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及时、准确监测和管控信用卡资金实际用

途。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投资等领域，严

禁流入政策限制或禁止性领域。对此，农行、中行、建

行等国有大行以及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

股份制银行在2022年下半年相继发布公告，明确信

用卡资金使用领域。

信用卡风控不断升级

资深信用卡专家表示，对于银行而言，睡眠卡清

理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睡眠卡虽然日常不被使用，但

仍在银行的数据库中，因此会存在管理成本；另一方

面，银行在睡眠卡上监控较少，存在一定金融风险。

对用户来说，卡片太多不仅日常管理难度大，如果保

管不慎，还会增加被盗刷、被买卖、个人信息泄露的风

险。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个人长期不动

户，通过买卖“睡眠卡”方式获得个人银行账户，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

也有银行业内人士指出，规范信用卡业务使银行

自身的合规水平提升，也能够在信用卡营销宣传中形

成良性的行业竞争秩序，同时有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2023年，是立足于信用卡业务耕耘的新阶段，

精耕细作的用户体验将逐步取代粗放的流量获客思

维，成为商业银行打造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清卡”行动进行时 “睡眠卡”将被停卡甚至销卡

高价收购：旧字画、旧书、旧扇骨、
旧照片、旧纸币、紫砂壶、墨、像
章、酒、旧家具、旧旗袍等旧物。
上海收藏协会资深鉴定员龚文君
苏州市五卅路89号（大公园对面）

集
古
斋 广告

15370128919;上海市建国西路
750号，13701706146
021-63215085

为构建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保障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分行推出
了3.15教育宣传“以案说险”系列内容，向广大金融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让广大消费者了解
日常金融活动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隐患，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光大银行苏州分行
“以案说险”普及金融知识

案例回顾
李奶奶在某银行咨询购买理财产品，银行工作人

员表示有个产品存满3年，除返还本金和利息，还有额

外的分红，李奶奶很开心地办理了该产品。3年期满，

李奶奶到银行取款时，却被告知该产品是银行代理销

售的一款保险产品，到70岁时才可以支取。如果提前

支取，不仅没有利息，本金也只能8折返还。

案例分析
该银行工作人员在销售产品时，应准确、全面地告

知金融消费者产品信息，不能夸大收益、隐瞒风险。其

未向李奶奶说明该产品是银行代理的保险产品，而且

支取期限并不是3年到期，而是70岁才能支取。这个

重要条件也没有提前告知客户，影响了李奶奶的决策，

存在误导客户行为。

光大银行提醒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知情

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金融消费者享有对金融产品或

金融服务的知情权。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是金融

机构应尽的责任。消费者如遇到“知情权”等权益受到

侵害的情况，要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以案说险
远离“保本高收益”欺诈陷阱

以案说险
知情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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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3月20日

《纪录片时间》
《了不起的妈妈》：在这个竞争内卷的时代，

妈妈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和孩子一起成长，都是很

敏感的话题。乐乐妈则是个大例外，一个从未有

过对孩子教育的焦虑、从未参与过教育内卷的妈

妈。她曾有过两段婚姻，育有一儿一女。她的教

育理念：把自己摆在第一，我得先让自己舒服。

《老广的味道第六季》：山药，搞笑武侠风美食

博主，戴一顶斗笠觅食于山野，凭无敌妙嘴吃人间

美味。说起美食，山药擅长做菜却经常游走在翻

车边缘，就是这样的反差萌加脑洞大开的剧情，让

他们收获了千万粉丝。

★苏州三套3月20日—3月26日20：00播出

星期二3月21日

《寰宇地理》
哈福林格马淑女的乳腺部位有肿块，并且

越长越大，兽医们决定给它做手术移除肿块。

合趾猿夫妇森塞和胡坦有了小宝宝，这让工作

人员兴奋不已。非洲野犬哈塔利的眼睛和口鼻

总是有过敏反应，兽医要为它进行一系列检查，

查明过敏原因。

★苏州二套3月21日7：50播出

星期三3月22日

《小飞象》（美国）
影片讲述了马戏团里的小象丹波因为长着

一对超大号的耳朵而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在一

群乌鸦的帮助下，丹波终于克服心理障碍用耳朵

去飞行，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明星的故事。

★央视六套3月22日22：23播出

星期四3月23日

《阴阳剑》
影片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昔日纵横江湖

的武林隐客惨遭仇家灭门，唯一幸存的小女儿元

如意被迫走出闺阁，踏上了一段艰辛、迷茫的复

仇之旅。

★央视六套3月23日20：32播出

星期五3月24日

《声生不息·宝岛季》
两岸唱将齐聚一堂，张信哲、那英、杨宗纬、

张韶涵、张杰、华晨宇等作为常驻歌手加盟，除此

之外，节目还会邀请艾怡良、陈粒、陈卓璇、陈立

农等一批两岸青年歌手为观众演绎不同年代的

台湾金曲。

★湖南卫视3月24日19：30播出

星期六3月25日

《综艺喜乐汇》
节目是一档全新的主题化栏目，集专业性、

观赏性、大众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以小品、

相声、歌舞、杂技、魔术等文艺节目为主，内容轻松

活泼、寓教于乐。

★央视三套3月25日18：34播出

星期日3月26日

《今晚开放麦》
节目不仅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还邀

请到各地知名脱口秀俱乐部作为教练团。嘉宾

们把自己的日常搬上舞台，用脱口秀的方式分享

自己的生活故事和多样人生态度，以幽默诙谐的

方式与观众共创共情、启发思考。

★东方卫视 3月26日21：01播出

/看点/陈家村乡民在雪地中捡起了一个嗷嗷待哺的

孤儿，谁也没想到这个取名鸡毛的人后来竟真带着他们

飞上天，成为当地的传奇。从小耳濡目染大人们鸡毛换

糖，鸡毛学会了怎么快速对货物进行估价交换，获得最

大利益。村民出去讨生计被抓，鸡毛火烧仓库救下乡

亲，却被迫离乡避难，临走前金水叔给他取名陈江河，寄

托了无限希望。后来从无到有，历经艰辛，陈江河和骆

玉珠夫妻联手征战商海，带着孩子卖五金卖百货，过五

关斩六将，克服了诚信危机、赢得了市场信任，做出了属

于自己品牌的商品，将传统零售业做到极致时又做互联

网电商，将生意铺向了世界。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还原了义乌老一辈商人从走

村串乡鸡毛换糖开始，经过辛勤的付出，凭借着聪明才

智和不屈不挠的坚持，经历了一次次打击、一次次失败，

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用信用、执着和勇气，一步一步缔造

起了义乌人的商业帝国，将商业板块不但拓展到了全

国，更是将商业版图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张译、殷桃携手
再现义乌商人传奇

《鸡毛飞上天》
主演：张译、殷桃、陶泽如、张佳宁、高姝瑶

时间：苏州三套3月22日—3月26日每晚

18：30播出

/看点/该剧由董富来执导，周艺飞编剧，蒋雯丽、明

道领衔主演，郑凯、孙铱、朱锐、朱铁、朱茵、张双利、陈

虹池主演，讲述了离异带娃的都市男女机缘巧合下入

住了同一套新房，在朝夕相处中渐生爱意，最后重组家

庭的故事。剧中，离异都市白领方翎（蒋雯丽饰）带着

儿子和同样失婚带着女儿的陈居易（明道饰）意外购入

同一套新房，两个陌生家庭就此“被迫”住在同一屋檐

下，每天为了争夺住房使用权而斗智斗勇，上演了诸多

啼笑皆非的故事。两位主人公历经职场和家庭的重重

风波后彼此依赖、吐露真心，最终相互扶携，收获了一

段“人生中场”的“明丽恋”。主创介绍，剧集“幸福没有

终点，也许爱就在转角”的核心宣传语，传达的是“失婚

不是失败，人生随时可以重获幸福”的现代婚恋价值

观。

剧中蒋雯丽演绎性格爽利的辣妈方翎。她在职场

上是事业型女强人，回了家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小

白”，迷糊健忘、脾气急躁、不会下厨……蒋雯丽坦承，

这个角色与生活中的自己有很大反差，人物勇于抉择

人生的态度也给她带来深深的触动。“每个人只要是坚

定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或者是对爱的向往，总是

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聚焦失婚族与重组家庭

《转角之恋》
主演：明道、蒋雯丽

时间：东方卫视3月20日—3月26日每晚

19：34播出

根据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迅速开展全省企业财会人

员防骗宣传集中攻坚行动的通知》的要求，为进一步提升

企业财会人员识骗防骗意识，工商银行苏州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行近期组织了一系列反诈防骗主题宣传活动。

该行各网点是开展反诈防骗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阵

地。该行各网点通过LED屏幕、宣传海报、厅堂电视机等

媒介开展常态化宣传，在网点对公柜台摆放宣传折页，工

作人员对前来办理对公业务的财会人员进行反诈防骗宣

传，提醒客户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轻易将企业信息、账户密

码、验证码等告知他人，如接到疑以诈骗电话或短信时，应

多方核实并及时报警，避免财产损失。

与此同时，该行积极开展送教上门宣传。连日来，该

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大力宣传反诈知识，向财务人员揭露

犯罪分子惯用的伎俩、特征和手段，并就如何应对电信网

络诈骗特别是企业最常见的冒充老板诈骗财务等诈骗类

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讲授实用的防范措施，提醒单

位不断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对

象，自然也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宣传对象。工商银行的客户

经理们深入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为相关人员讲解了常见的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作案方式以及危害性，分享了如何识

别、防范和开展补救等识诈、防诈小技巧。

此外，该行还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宣传，发动全体员

工在微信朋友圈推送国家反诈中心的反诈宣传视频，扩大

线上宣传覆盖面，并让网点客户经理牵头建立法人、财会

人员微信群，不定时进行防诈信息推送，提高财务人员对

电信网络诈骗的“免疫力”。

工商银行苏州示范区分行开展
企业财会人员防骗宣传

一周导视

卫视
[41]新疆卫视

09：36 隋唐英雄第四部
（20-49）（一至
日）

14：00 新闻午报（一至
日）

14：57 父母爱情（24-
44）（一至日）

18：01 动画片
20：00 今日聚焦（一至

日）
20：15 理想之城（一至

日）
[43]辽宁卫视

07：30 食全食美（一至
日）

08：00 动画片（一至日）
08：35 假日暖洋洋（一至

日）
16：40 欢乐集结号（一至

日）
17：57 风物辽宁（一至五）
18：58 天气预报（一至

日）
19：35 人世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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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8 河山（一至日）
13：14 大秧歌（一至五）；

勇敢的心（六、日）
19：34 新居之约（38、39）

（一）；誓盟（1-
12）（二至日）

[57]贵州卫视
08：40 黑狐之风影（46-

50）（一）；誓盟（1-
52）（一至日）；激
战（1、2）（日）

17：50 历史上的今天（一
至日）

19：35 底线（39、40）
（一）；天下长河
（1-12）（二至日）

[60]黑龙江卫视
17：44 剧好看（一至五）
19：30 玫瑰之战（一至

日）
21：20 幸福私房菜（一）；

驿站（二）；劳动最
光荣（三）；遇事找
法（四）；爱上这座
城（五）；快乐再出
发第二季（六）；抗联
英雄传精编（日）

[63]青海卫视
08：10 剧场（每天）
19：35 我们的新时代（一

至日）
21:30 昆仑眼（一至六）；

昆仑之子（日）
[64]吉林卫视

07：41 父母爱情（55-
61）（一至三）；人
世间（1-9）（四至
日）

13：39 武功队传奇（52-
55）（一）；苍狼
（1-24）（二至日）

19：33 纵有疾风起（35-
39）（一至三）；紧
急公关（1-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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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胡同（一至

日）
21：30 传奇故事（一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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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中国教育一套

12：05 教育新闻直播间
（周一至周日）

12：40 剧场（一至日）
19：45 育见（周一至周

五）
20：00 e视界（周一至周

五）；长安街（六、
日）

20：45 这十年·幸福中国
（周一至周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3月20日—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