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歌”“三字经”
给钱袋子上把“锁”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俊）“现在不法分
子的手段越来越高了， 他们利用 ‘钓
鱼’网站、掉包银行卡、封堵出钞口等
骗术， 从而让持卡人损失钱财……”9
月 1 日，在青海银监局组织的“金融知
识进万家”宣传月启动仪式上，银行工
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耐心讲解金
融防范知识。

当日， 记者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看
到，在农业银行青海分行展台前，一名
工作人员正向市民讲解在自助设备上
使用银行卡取钞时通俗、易记的“防范
歌”———“自助设备若损坏， 电话咨询
所属行；钱款不可盲目转，自己钱财看
稳当。 ”“事先学习如何用，尽量不找他
人帮；若有问题不明了，求助银行最可
靠。 ”“仔细观察插卡口，防范他人动手
脚；遮挡密码需紧记，防范他人背后觑；
交易凭条妥处理，防范他人窃信息。 ”

在青海银行展台前，工作人员向过
往行人讲解琅琅上口的金融知识 “三
字经”：“电话骗，短信诓，未核实，不转
钱；喜中奖，需冷静，骗子多，勿轻信；重
隐私，藏信息，拒诱惑，辨真伪”“银行
卡，分功能，类别多，细选择；信记卡、便
存取，设密码，要牢记；信用卡，能透支，
按时还，享免息……”

据了解， 青海银监局组织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国
有商业银行以及地方银行，向过往行人
宣传金融知识。 今年 “金融知识进万
家”活动，以“多一份金融了解，多一份
财富保障”为主题。 将青少年金融知识
学习普及为重点，同时兼顾其他银行业
消费群体，并采取进学校、社区、工厂、
农村和商圈等“五进”。 以达到普及全
社会金融知识、提升公众金融素质的目
的，以此提升公众金融防范意识，杜绝
诸如电信诈骗以及非法集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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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光 .翡翠城即将震撼上市，现精装样板
间已全城开放， 使得该项目产品价值和投资
价值得到最大化剖析，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样
板间开放之际，现场热闹非凡，前来观看样板
间的置业者和投资客络绎不绝， 据置业顾问
透露当日观看样板间的置业者和投资客多达
860 余人。

精装样板间盛大开放，引发全城“围观”
对不少西宁人来说，宝光 .翡翠华庭开盘

火爆场景仍历历在目，得知精装样板间即将
开放，售楼中心早早就挤满了从西宁县市和
外地赶来的人，为了更好的展示宝光 .翡翠
城，宝光 .翡翠城特意开辟了看房通道，并沿
途展示宝光 . 翡翠城精装样板间及配套设
施。

作为西宁此前少见的中小户型住宅 、
SOHO， 其品质和格调让参观者心动不已，多
数人在看完样板间后吃了颗定心丸， 纷纷咨
询购房条件，场面甚是火爆。

城东商圈一 线繁华生活配套
宝光.翡翠城，坐拥城东经济开发区，乃城

东政治、经济双重中心；火车站、高速公路、飞
机场近在咫尺，掌握城市速度核心，与城市黄
金点保持最佳距离，交通十分便利；周边高校
星罗密布，优质教育触手可及；

小投入高回报 装修省时省力
宝光. 翡翠城中小户型住宅，39-135 平米

浪漫空间， 格局方正， 将采光观景发挥到极
致，同时，配有阳台，厨房，全功能利用，满足
现代都市人的简约生活需要， 采用国内外知
名品牌硬件设施， 给追求品质的都市人带来
完美的生活体验，确保居住品质的同时，延长
投资回报，简约生活不简单。

备受置业者和投资客青睐
精巧户型、灵动空间、功能齐全。 精美样

板间实景呈现，加上项目高价值的投资回报，
新老客户投资热情追涨， 超高的性价比使产
品受到了中小投资者和创业人群的广泛青
睐，为投资者带来全新的财富盛宴，王牌投资
产品的财富传奇将再次续写。 在不久的将来，
宝光.翡翠城，将携着历史中的光荣与梦想，重
新演绎着一段都市中的居住传奇。

普益财富日前发布 2014 年第二
季度银行理财能力排名报告，在全国
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丰富性排名中，
中信银行排名第一。

在理财产品丰富性项目下的投
资起点类型和收益类型上中信银行
得分最高，在投资币种、投资对象、投
资期限子项目上，中信银行也均有较
为突出的表现, 获得了第二的高分，
总分合计排名第一。

今年以来，中信银行理财业务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满足理财客户财
富管理需求为目标，严格控制风险底
线，持续推进规范管理，搭建了种类
丰富、风格稳健的产品线，经营业绩
和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中信银行已建
立品种丰富、 风格稳健的产品线，产
品种类、风险等级、产品期限覆盖理
财市场主流品种，满足了不同客户的

投资需求；整体风格稳健，中等风险
及以下产品存量占比 90%以上；80%
以上为中长期产品，符合监管对资产
管理业务在产品期限方面的要求；
75%以上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积极支
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债权类直接
融资； 风险控制严格， 今年上半年
940 只到期产品全部按约定兑付；中
信银行理财服务的多样性及不断成
长的潜力，满足了客户不同层次的财
富管理需求，为客户实现收益 100.07
亿元。

面对同业竞争加剧、金融创新层
出不穷的市场环境， 中信银行表示,�
将面向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国际业
务市场，推动和加强全行理财业务管
理，使理财业务回归资产管理业务的
本质，有效控制理财业务风险，为客
户提供更加优质的银行理财产品。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丰富性排名第一
上半年为客户贡献收益过百亿

宝光.翡翠城样板间火爆开放

昨日刘嘉诚入西宁三中就读
●学校免除学费、书本费、校服费等
●爱心人士每月资助 800 元 上大学后每年资助 5000 元

孩子上不起学 母亲求助本报

8 月的一天，本报收到一封《请帮助
我的孩子上学》的来信。 信是一位叫杨秀
英的母亲写的。

杨秀英在信中说，2009 年， 她在给邻
居帮忙时，遭遇了车祸，邻居去世，她的大
脑和耳朵大出血，因无钱动手术，采取保
守治疗，导致记忆力下降，视力和听力严
重受损，被认定为十级残疾。2011 年初，丈
夫在八一路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也因
无钱放弃治疗，一直在家休养，被鉴定为
六级伤残。 今年 7 月，通过朋友介绍，杨秀
英当上了装卸工， 有活干时每月能挣到
1000 元钱。

儿子刘嘉诚自上初中起，家中就无能
力支付费用，靠学校资助支撑。 原本，杨秀
英想要儿子学一门技术，可儿子考上了西

宁三中， 一家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问
题，哪有钱供他上学。

眼看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无助的
杨秀英提笔写下 《请帮助我的孩子上
学》， 希望本报能帮助她的儿子顺利走进
高中校园。

收到信后，本报第一时间与西宁三中
校长关红霞取得联系。

9 月 1 日，针对刘嘉诚的家庭情况，学
校专门召开会议决定： 免除学费 200 元、
取暖费和信息技术费 120 元、作业本费 20
元、教辅费 151.7 元、教材费 312.5 元，总
共 804.2 元，同时免去校服费。

2 日，学校正式开学，刘嘉诚被分到高
一（2）班。“刘嘉诚的母亲已经交了 804.2
元的学费，我们会把钱退回，我们决不能

因为家庭贫困，就阻止孩子继续上学。”关
红霞承诺，高中三年，刘嘉诚在学习中遇
到任何困难，尽管来找她，她会尽力帮助
他。

听说刘嘉诚的情况后， 西宁佳华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详才当即表
态，要资助刘嘉诚，高中阶段每月资助他
800 元生活费。 等刘嘉诚考上大学后，每
年资助他 5000 元生活费 ， 直至大学毕
业。

“谢谢西海都市报，谢谢学校，谢谢爱
心人士。”在关红霞的办公室里，杨秀英哽
咽，眼睛红红的，嘴里一直说着谢谢。 临
走，她握着关红霞的手久久不放，不停地
鞠躬。 她说，她会嘱咐刘嘉诚，一定要好好
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流浪猫开 Party��小区里难清静
本报讯（记者 燕卓）家住省城新青巷

3 号家属院的陈女士向本报反映， 家属院
住着十几只流浪猫。 这些流浪猫夜里还要
“大合唱”，吵得人没法睡觉。

9 月 1 日上午， 记者来到新青巷 3 号
院， 看到五六只小猫悠闲地在院子里散

步。 “这些野猫大概都是被人遗弃的，院
子里一些人看它们可怜， 拿些食物喂它
们。 不过近几个月来，院子里的流浪猫越
来越多，都在这里‘生儿育女’了。 ”居民
李先生说，尤其是晚上，流浪猫在楼道里
乱蹿，还挺吓人。

南滩街道办事处农建社区副主任王
蓉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养宠物的人越
来越多，抛弃宠物的人也多了，流浪动物
成了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几天，社区工作
人员将会联系动物救助站，帮助居民解决
此事。

本报记者 彭娜 见习记者 季蓉

西宁警方抓获俩飞车抢夺嫌疑人
如果你在 7 月底至 8 月遭遇过飞车抢夺请与本报联系

本报讯 （记者 何耀军）9 月 2 日，拎
着四个女式包的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的民警说，四个包中可能有飞车抢夺受害
人的包，但包的主人不得而知。

7 月底至 8 月中旬， 西宁市发生多起
飞车抢夺案。 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
在调查中发现，两名嫌疑人年龄在三十多
岁，一名骑摩托车，另一名实施抢夺，衣着
有鲜明的特征。 为此，办案民警有针对性
地展开调查布控。

8 月 28 日 9 时许，秀水路口发生一起
抢夺案，一名女子金项链被抢走。 得知这
一情况后，办案民警立即巡线追击，将骑
摩托车的嫌疑人穆某抓获。 8 月 29 日凌
晨， 办案民警将另一名嫌疑人牛某抓获，
并在他租住的房内找到四个可疑女式包。

办案民警说，经审讯，嫌疑人对骑摩
托车抢夺行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办
案过程中查获的四个包中可能有受害人

的，但因一些受害人没有报案，包的主人
一直没有找到。 读者朋友，如果你或你的

朋友在 7 月底至 8 月遭遇过飞车抢夺，请
及时拨打 96369 新闻热线与本报联系。

本报记者
何耀军 摄

嫌犯房里
发现的女式
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