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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护消费者隐私，注重消费者
体验，严格防控录音录像信息泄
露风险。努力实现以录音录像为
重要手段从源头上遏制理财“飞
单”隐患，不断提升分行理财销
售风险防范能力，全面保障客户
投资理财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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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返利、爱心互助、动态收
益……近年来，新型金融案件增
多，手法不断翻新，隐蔽性和迷惑
性增强。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产
品，消费者的金融知识需要不断
提升、
更新。
近年来，厦门银行业的“金
融知识进万家”宣传规模不断扩
大，内涵更加丰富，品牌日益响
亮。今年 9月 1日，
厦门银监局组
织了二十多家银行行长通过金融
消保微视频的形式发声，开启了
“金融知识进万家” 金融知识宣
传服务月活动，这一微视频刷爆
了市 民乃 至 全国 金融 圈 的 朋 友
圈。
在这一火爆的金融微视频
中，泉州银行厦门分行行长也出
镜呼吁宣传金融知识，保护百姓
钱袋子。多年来，
泉州银行厦门分
行始终把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作
为应尽的社会职责与义务，把银
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重要发展
战略，走进客户，服务客户，取信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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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准确的产品信息。分行均会
要 求客 户 进行 风险 评 估 的 前 提
9:;<=>?@
下，方可购买理财、保险、基金、贵
金属等财富产品。对于贷款业务，
理财产品上千款，选择哪家
会进行贷前面谈，对客户进行资
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很多时候依
赖于银行良好的信息披露机制。 信状况评估。
近年来，业界理财“飞单”屡
泉州银行厦门分行真正做到让客
禁不止，一旦牵扯到就会损失惨
户买得放心、
安心。
重，而“双录”则是打击违规销售
产品和服务信息的披露、收
的一柄利剑。分行重视落实理财
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公示、风险
提示……泉州银行厦门分行每款 “双录”工作，营业厅内完成销售
专区内电子监控系统的安装配备
销售产品均有合规完整的产品说
工作，录音录像的录制和保存不
明书及风险揭示书，广告、网站宣
受人为干预或操纵，录制过程中
传以简单易懂的文字表达向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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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金融行业深
不可测，金融知识深奥难懂，这就
需要更接地气、更让群众喜闻乐
见的宣教方式。
在宣传金融知识方面，泉州
银行厦门分行关注热点、定期宣
讲，创新方式、重质重效。今年以
来，分行持续组织开展金融知识
宣传活动，其中包括第一季度为
配合人行厦门中心支行、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组织的 “3
·15金融消费者权益
日”活动，分行开展以“权利·责
任·风险” 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
动，第二季度开展端午亲子活动、
观 音山 幼 儿园 金融 知 识 普 及 活
动、总行以及人行组织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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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 “新时代·新平台·新动
能”为主题的 2018中国福建互
联网大会暨智慧城市高峰论坛
在莆田召开。
本次论坛由福建省互联网
协会主办、厦门观澜时代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承办。
福建省一直以来积极推动
数字福建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绩。在刚刚揭晓的 2018年中

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中，来自
福建的美图公司、四三九九、网
龙网络、吉比特、游龙网络、美柚
六家公司上榜。在数字福建建设
的推动下，
“互联网 +” 与传统
产业的深度融合也为福建传统
经济带来了发展新动能。
据介绍，
2017年，福建省信
息化综合指数居全国第 6位，互
联网普及率居第 4位，数字经济
动量居第 7位，境外电商、农村

电商交易额均居第 3位。福建已
经成为无线政务专网、公共信息
资源开放、政务信息整合、健康
医疗大数据等全国多项试点省
份，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了大量
福建产品、福建技术、福建路径
和福建方案。
同 时 ， 截 至 2018年 7月
底，福建省的互联网用户 达
5344.
3万户，移动互联网的用
户达 3814.
3万户，城市的光网

覆盖率达 246.
6%，固定宽带家
庭普及率达 102.
3%，移动宽带
的用户普及率达 96.
6%，百兆以
上宽带占比达 61.
5%，均居全国
前列。
下一步，福建省还将继续加
快数字福建建设的步伐，以“处
处相连”“物物互通”“事事网
办”“业业创新”为重点任务，积
极打造数字中国建设样板区。
617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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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面临很多安全问题，包括东
西向的流量攻击、主机层系统和
数据库被暴力破解、高级持续性
威胁 APT攻击常态化等等，我
们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安全解决
方案。”昨日，由安全狗主办的
“凭云鼓浪·论道安全”2018云
计算安全高峰论坛暨安全狗新
产品发布会在厦举办。论坛以
“不忘初心，坚守云计算安全”

为主题，邀请云安全各个细分领
域的权威专家，围绕云安全的核
心议题，从政策、法律、技术、行
业趋势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
在安全狗 CEO 陈奋看来，
当前是“安全人”的时代。
“网络
安全威胁的形态快速演变，现在
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更成为国
家之间博弈的一个关键因素。”
陈奋说，网络安全需要的不仅仅
是技术和理论，更需要大量的实

践来探索安全之道。
“网络爬虫” 是一种按照一
定的规则，自动抓取万维网信息
的程序或者脚本，带来了很多意
想不到的安全威胁。
“百度是做搜
索引擎出身的企业，对网络爬虫
的认识十分深入。”百度云安全技
术总监冯景辉现场分享 “与网络
爬虫之间的杀伐决断”。他认为，
如今的技术尚且难以抵挡所有的
恶意爬虫，最有效的思路是提升

攻击者的攻击成本，同时保证自
己的防御成本要小于攻击成本，
安全来自于有效的对抗方案。
“未 来 这 个 行 业 会 产 生 质
变，技术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
将引起市场格局改变的，是商业
模式，就像淘宝京东颠覆实体店
一样。想要生存，必须要理解未
来的趋势，甚至要主动迎合未来
的趋势。 ” 北京君源创投的合
伙人金湘宇说。
;174528<

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活动、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
管局组织的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
动。
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
市场……分行在开展的多项宣传
期间多次主动进入社区、学校等
人流量较多或企业等金融知识需
求较强烈的地方，组织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积极向社会各界
宣传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
情况，宣传内容涵盖分行相关业
务风险提示、消费者享有的权利
等。泉州银行还在 328个楼宇投
放各类金融消保宣传教育产品，
通过生动的动漫形式传播金融知
识，有效提升金融消费者的维权
意识。
此外，分行推进客户投诉精
细化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执行“首诉负责制”，并积极拓展
客户投诉的渠道，目前投诉方式
包括现场口头投诉、意见簿投诉、
信函投诉、电话投诉、网络投诉、
上门投诉、媒体投诉和上级或政
府部门转交投诉等，积极为消费
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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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 昨日，记者从厦门海关获
悉，
今年 1-8月，厦门口岸进口汽
车 792辆，同比暴增 395倍，其中
8月份当月进口汽车 68辆。
数据显示，日本、美国和欧盟
是汽车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今年
1-8月，
厦门口岸自日本进口汽车
639辆，自美国和欧盟分别进口
97辆和 51辆。
四轮驱动轻型越野车是主要
进口车型，
1-8月，厦门口岸进口
766辆。
6174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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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走访调研厦门新景地有限
公司、欣贺股份有限公司等千户
集团总部企业，进一步提升大企
业税收服务质效。
税务工作人员切实了解企业
需求、深入探讨税收难点，讲解企
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政策疑点。
;174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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