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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近两年珠海保险消费投诉有明显下降趋势

车险理赔案件大幅减少

资讯

迁坟通告
因北京理工大学书院建设需要，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广东

省殡葬管理办法》、《关于彻底清理特区范围内乱埋、乱葬坟墓的
布告》、《香洲区贯彻落实<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彻底清理特区范
围内乱埋、乱葬坟墓的布告>实施办法》，拟对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书院项目用地范围内坟墓进行迁移。请上述范围内的山坟、
土坟、金塔等有关坟主在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十五天内与北京理工
大学珠海学院基建处或政府民政部门联系办理登记手续。逾期
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基建处
联系人：李建军 联系电话:0756-3622792
高新区社区工作局民政办公室
联系人：王国秋 联系电话:0756-362966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3日

因鸡啼门管道穿越工程施工需要，2018年3月

15日至4月15日，全封闭创业西路、红晖路，过往车

辆可绕行创业中路、创业南路。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

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3月13日

通 告
因道路提升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2018年3

月15日至7月20日，半幅封闭金峰西路，另半幅双

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3月13日

通 告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龚国峰遗失珠海市出租车上岗证，
号码11733，声明作废。

黎富银遗失数控车床操作工从业资
格证，号码：0819031006401447，钳工
从 业 资 格 证 ， 号 码 ：
0819031006401218，声明作废。

黎秀缝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Q4），证号：452427198607013216，声
明作废。

孙汉田遗失台港澳人员就业证，证
号：201600200，声明作废。

徐驰遗失维修电工高级证，证书编
号：1119031003300218，声明作废。

王雅薇遗失电子商务员从业资格
证，号码：1719000999406037，声明作
废。

董健遗失客运、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号码：430223199111028716，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源泰兴隆汽车维修厂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4UNE1H0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魏辉遗失粤CZS714车辆由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
公司开具的商业保险单发票，保单号

AGUZUH0Y1417X004697E，发票号为
2927528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金华冠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 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AYKP2P；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50019867601，编
号：5810-05765880；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10440401019867606，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敬君重庆小吃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404086000471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白蕉镇均乐三鸟档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40360021648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莲洲镇艳兰水产水质改良剂

销售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36002961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天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G7N1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鼎喜龙牛肉丸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404076000084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惠峰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0402600077200，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都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一 枚 ，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 ，章 号 ：
4400030000802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铭德模具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
发票代码4400173130，号码34252863，
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汇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空白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共柒
份，发票代码：4400114140，发票号码：
06832223至0683222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秀瑞信息咨询服务部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405600183928，税务登记证副本，粤
地税字：362135197410210045号，及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
近日，广东保监局发布“2017
年保险消费投诉‘黑榜’”，多家
保险公司上榜。

买保险时遇到“保单成理
财产品”“夸大收益”等问题怎么
办？保险理赔遇到“理赔难”如
何解决？记者近日在珠海市保
险业协会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
员会了解到，近年来，珠海市保
险业协会大力推动保险反欺诈
工作，努力倡导“让公众明明白
白消费”，积极完善保险纠纷预
防化解机制，着力打造公平、合
理、便捷的保险合同纠纷调解
平台，充分发挥协会调解职能，
及时妥善地化解消费者与保险
公司之间的争议纠纷，有效地保

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珠海保险
市场环境得到有效净化。目前，
调委会已设立专岗专人，负责保
险消费投诉的受理、转办、统计等
工作。为进一步拓宽珠海保险消
费者的维权渠道，妥善处理经济
困难的保险消费者涉及的保险纠
纷，2017年10月23日，市法律援
助处保险消费者法律援助工作站
在市保险业协会挂牌成立。

据统计，近两年来，珠海地区
的投诉案件总量（包括广东保监
局转办案件）都有明显下降趋势，
尤其是车险理赔投诉案件大幅减
少。去年，调委会共接收到信访
投诉案件50多件，共涉及金额
270余万元。从投诉类型看，涉
及财产险纠纷案件达22宗，涉及

金额130余万元。其中，通过
消保系统处理3宗，涉及金额
108800 元，成功率 100%；现
场调解19宗，涉及金额120余
万元；涉及人身险纠纷31宗，
涉及金额140余万元。

在采访中，珠海市保险业
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我市保
险深度、保险密度连续多年排
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得益于
投保人“明明白白消费”“顺顺
利利理赔”的保险市场环境。
据统计，去年我市保险业共实
现保险保费收入116.44亿元，
增长36.66%。其中产险保费
收入31.51亿元，增长20.35%；
寿险保费收入84.93亿元，增
长 43.90%。全年赔付支出

38.67亿元，增长28.69%。其
中，产险赔付支出21.55亿元，
增长 76.76%，寿险赔付支出
17.12亿元，减少4.13%。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即将来临，珠海市保险
业协会发布温馨提示：珠海市
民如遇到保险理赔的“烦心
事”和保险条例的“困惑事”
等，可以到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和调解。目前，珠海市民可以
通过关注“珠海市保险业协会
微信公众号”、登录珠海市保
险行业协会官网/广东保险消
费者权益服务信息平台、拨打
投诉电话 3360685 和现场投
诉四种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
利用“互联网+智能金融”，30
分钟就可以“搞掂”银行对公开
户。本月，工商银行珠海分行
率先在我市试点对公业务“智
能自助开户服务”，将原来银行
网点2—3个小时开户时间压
缩至30分钟左右，极大地提升
了开户效率和客户体验。

据了解，“智能自助开户服
务”是广东省工商局和工商银
行广东省分行联手合作的新成
果。推出“智能自助开户服
务”，开户企业只需在银行指定
的智能终端柜员机插入法人有
效身份证，即可连接工商局的

“银政通”系统“一键调取”企业
电子营业执照信息，并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开立单位结算账
户、电子银行服务、财智账户卡
服务、工银信使服务等。据工
商银行珠海分行有关负责人介
绍，以前企业开立银行账户，需

先到银行网点预开户，待人民
银行核准后还需要到人民银行
领取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之
后才能到银行网点办理账户和
相关产品启用，开立一个对公
账户最少要跑3趟银行，而且由
于很多资料要手工录入，仅预开
户耗时就需2—3个小时。智能
自助开户服务推出后，成功将
银行智能柜员机对接工商局的

“银政通”系统，实现信息交互
共享，也免去了企业来回奔波
的繁琐。如今，客户只需到银
行网点一次，在智能柜员机上
插入身份证和输入企业统一信
用代码，即可直接读取电子营
业执照信息，不仅信息处理速
度快，也大大降低了操作人员
手工录入的差错率，实现了风
险控制及处理效率的双提升。

近年来，工商银行珠海分
行大力支持商事制度改革，与
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代

办工商登记服务、联合发行具
有金融功能的电子营业执照、
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一站式
便捷开户、新企辅导规范经营、
信息互联互享等多个领域密切
合作。相继推出了首年对公开
户优惠套餐、电子证照银行联
名卡、手机银行预约开户、对公
智能开户等多项创新产品和贴
心服务，为企业提供高效、便
捷、专业的服务。

据了解，智能自助开户服
务已在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营业
部和横琴分行琴海支行两个网
点试点。试点成功后，企业客
户约半个小时即可完成对公账
户开立、配套结算产品（U盾、
单位结算卡等）领取、预留企业
和法人印鉴等业务，待开户许
可获批后企业账户自动激活，
免去了客户多次跑银行的麻
烦。据悉，今年该行将逐步扩
大该服务覆盖范围。

珠海工行率先试点对公智能开户

30分钟“搞掂”对公开户

3月1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展商
在第十八届古董钟表珠宝展上展示一
款瑞士百达翡丽腕表藏品。

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十八届古董
钟表珠宝展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 60
家展商参展，近千名钟表珠宝专业人士
和收藏爱好者前往参观选购。

新华社发

法兰克福举行
古董钟表珠宝展

据新华社上海3月12日电
继上周五大幅上涨后，周一，A股
市场继续放量上涨，呈现普涨格
局。创业板指数一度突破1900
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 3319.21
点小幅高开，一路高位震荡盘整，
最终收报3326.70点，较前一交
易日涨19.53点，涨幅为0.59%。

深证成指收报11326.27点，
涨131.36点，涨幅为1.17%。

“中小创”涨幅也逾1%。创
业板指数当日收报1882.41点，

涨幅为 1.40%。中小板指数涨
1.52%，收盘报7781.58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
涨品种为2853只，下跌品种为
401只。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逾60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小金属、无
人零售、储能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2%；雄安地产、特色小镇、房屋租
赁跌幅居前，跌幅都在1%以上。

伴随股市上涨，沪深两市成交
量有所放大，分别成交2478亿元
和3592亿元，总计逾6000亿元。

作为全球第二大规模的股票
现货市场，沪深股市截至3月9
日共拥有3517家上市公司，总市
值接近58万亿元人民币。

在体量稳步增长的同时，A
股市场也长期受到“新陈代谢”机
制失灵的困扰。wind统计显示，
自2001年PT水仙首开退市先例
以来，17年间仅有57家上市公
司告别A股，其中还包括了部分
被吸收合并而退市的公司。

退市机制不畅，不仅导致了
“僵而不退”的乱象，也严重影响
了股市定价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
的发挥。

伴随新股发行步入常态化，
证券市场监管呈现全链条从严态
势。从首发上市到重组上市，一
系列制度完善旨在把好“入口
关”。这也对疏通“出口关”的退
市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历多轮改革之后，A股已
建立起市场化、多元化的退市指

标体系，包括净利润、净资产、营
业收入、非标审计意见等财务性
指标，以及股票成交量、股票收盘
价等交易性指标。在此基础上，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相关规则的出
炉将健全合规性退市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轮改革
将重大违法退市的规则制定权赋
予两大交易所。上交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切实承担起退市决策
主体责任，将重大违法行为是否
影响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作为规则
制定的考量重点，按照从严原则，
明确具体标准，落实配套程序机
制。

在此之前，沪深交易所在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方面均已有所实
践。2016年，涉及信息披露重大
违法的*ST博元成为A股历史上
首家因重大违法被强制退市的上
市公司。次年，欣泰电气成为欺
诈发行强制退市首例。

据新华社上海3月12日电

“新陈代谢”机制失灵

完善多元化退市指标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银监会、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
和外汇局12日联合发布文件，从
拓宽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发行渠道、
研究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扩大投资
者群体等方面，支持商业银行拓宽
资本补充渠道，提升银行体系稳健
性。《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
本工具创新的意见》指出，要充分
发挥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补优势，
有效运用境内外市场资源，支持商
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发行资本工
具，通过多种渠道稳步扩大资本工

具的发行规模。
意见提出，积极研究增加资

本工具种类。总结经验并研究完
善配套规则，为银行发行无固定
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
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
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
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

意见认为，推动商业银行资
本工具创新，有助于拓宽银行资
本补充渠道，提升银行业应对外
部冲击的能力，为支持实体经济
提供必要的保障。

五部门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

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发现，
现金没有显露消亡迹象，相反，
它的使用正在增加。

路透社11日报道，在最新
季度回顾中，国际清算银行研
究人员审视现金是否会成为

“遗迹”，尤其是在刷卡、刷脸、
刷手机等无现金支付方式日渐
流行之际。主持这项研究的国
际清算银行经济顾问申铉松
说：“一些惊人的评论给人一种
印象，即传统纸币、硬币形式的
现金将迅速过时。”

在支付行业看来，现金使
用减少意味着无需设大量自动
提款机或银行分支机构。不
过，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人员发
现，近几年，现金流通实际在增
加。现金流通占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GDP)总和的比重从7%
提升为9%，但在瑞士等少数
国家和地区有所下降。

“尽管近年来支付技术进
步，老式现金使用仍在增加，大
多出现在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
体。”业内人士玄成新认为，现
金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弹性意
味着有必要理解金钱的经济功
能，而不仅仅只关注技术创新。

另外，研究发现，2000年
至2016年，借记卡和信用卡支
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3%上升至25%。申铉松说，
这意味着人们持有更多信用卡
并更多在小额交易中使用。

据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发现

现金使用
不减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