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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新形势下的税
收宣传工作，睢县国税局充
分利用县运动会、“美丽乡
村”建设、全国铁人三项精
英赛等活动开展税收宣传，
将税法宣传与志愿服务活动
相结合，同时坚持和完善

“税法大讲堂”制度，不断
推进税收宣传常态化，受到
了党委、政府和纳税人的一
致好评。图为全国铁人三项
精英赛在睢县北湖景区开幕
期间，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宣
传税法知识和新的税收政
策。

通讯员 闫再朝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农行商
丘分行在全行员工中深入开
展“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
动，促进各项业务又好又快
发展。截至一季度末，该行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量
均居四大行首位；中间业务
收入计划完成率排名居全省
农行首位，市场份额居同业

首位；委托资产处置进度、自
营不良贷款现金清收全面超
额完成计划。

该行为全辖区 62 个基层
网 点 的 每 位 党 员 配 备 了 党
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
自己的言行，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有效提升了网点服务
品质。

为激发广大党员的工作
激情，农行商丘分行组织优
秀党员代表成立“共产党员
先锋队”，深入火车站、农贸
市场、街道社区宣传营销，
展示农行风采，增进客户了
解，提升了农业银行的社会形
象。

同时，该行在党员中开

展“比业绩、看贡献”和“优
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营造

“比学赶超”氛围。对营销业
绩突出、表现优异的 17 名同
志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称号并进行隆重表彰，在全
行员工中掀起向优秀共产党
员学习的热潮。

通讯员 祁洪洲

日前一则“兴业银行北海
分行高管卷款30亿潜逃”的消
息在网上流传。6月 8日晚间，
兴业银行北海分行上级行兴业
银行南宁分行就此事回应称，
兴业银行北海分行于 5月中旬
已接到警方通报，该行前员工
苏瑜涉嫌个人非法集资已被立
案，目前正在调查。

6月 4日，有网友发帖称，
2014年 12月至 2015年 3月间，
北海市兴业银行小企业贷款部
总经理苏瑜，以“帮办银行过
桥业务赚取高额利息 （过桥
贷） ”为由，诱使兴业银行
2000多名大客户受骗，苏瑜共
骗取约30亿元人民币（据受害
者不完全自行统计约 30亿元，
报案额11.6亿元），于今年5月
人间蒸发。该消息随即在微
信、微博上迅速传播。

兴业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
说：“受害人中有不少为兴业

银行的客户，尽管苏某从他们
手中集资时没有与之签署兴业
银行借款合同，但毕竟当事人
是兴业前员工，案发后也有一
些受害人来找银行，我们对此
深表同情，后期会根据公安机
关侦查情况尽力做好受害人安
抚工作。”

据了解，“过桥贷”是指
借款人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
下，通过民间的小贷公司、投
融资公司或个人借贷方式筹措
资金归还银行到期贷款，待重
新取得银行贷款后再偿还这部
分资金的行为。由于周期短、
回报高，再加上中间方又是银
行管理人员，势必对一些投资
人有很高的诱惑力。

过桥贷涉及哪些链条？银
行是否知道？记者咨询了一家
股份制银行分行的行长，该行
长举例说明正常的过桥资金周
转流程是：A 企业欠银行的

钱，到期还不上了，那怎么
办？可能银行客户经理知道 B
客户有钱，可以介绍给A企业
先垫款，A企业给 B企业比较
高的利息。B 把钱打给 A 企
业，A 企业把钱打给银行还
款。手续费一般是一天千分之
三。A企业可通过再贷款来偿
还B客户。

如果客户经理涉嫌诈骗，
比如客户经理故意伪造一个A企
业（流水、工商营业等情况详
细），称A企业还不上贷款，再
找个人提供过桥资金，这样个人
把钱借给伪造的A企业，伪造的
A企业再把钱转给客户经理。

该行长称很多程序应该是
通过银行的，一般情况下银行
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上面说的
30亿元的庞大资金（涉案）如
果属实，正常情况下银行不会
不知道。

记者联系的一位受害人

称，苏某是在出事后才辞职
的，并不是银行说的先辞职后
出事。该受害人称，自己最后
一次见到苏某是在 5月 13日，
后来就找不到他了。很多受害
者开始报警，一直排不到自
己，21日才做笔录报警。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法学研
究所副所长杨东认为，即使是
前员工，事情如果发生在他任
职期间，就不是单纯的个人行
为。银行方面肯定是有失责
的，视情况而定应该也有法律
责任。首先，银行没有管理好
自己的员工，这么大的问题没
有提前察觉，这属于监管失责，
如果有相关领导徇私或者玩忽
职守，责任更大。其次，这个
事件反映出银行的风控体系完
全失效，相关领导需要承担风
险 管 控 失 效 的 重 大 责 任 。

据《新京报》

“十大延误航班每飞 5次
就有1次延误超过3小时！”日
前，携程发布相关调查报告
称，今年上半年由于南方等地
多次遭遇雷暴雨天气，广州、
深圳、上海等枢纽机场均出现
了航班大面积延误情况，意外
带动了航班延误险提前热销。

“今年携程航空延误险的销
量，同比已增加了 100%以

上，预计到了夏秋台风暴雨高
发季节，延误险销量还会进一
步增加。”携程相关负责人表
示。

5月 26日，民航局发布了
《2014年全国民航航班运行效
率报告》，我国航班正常率连
续 第 四 年 下 降 ， 仅 为
68.37%，而在 2007 年，正常
率曾高达 83.13%。航班的大

面积延误使得购买航空延误险
的乘客大幅攀升。“目前，携
程网上每个月都有超过一万名
购买航空延误险的旅客获得
赔偿。”携程市场部负责人表
示。

对于飞机延误情况，尽管
乘客无可奈何，但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选择以购买保险的方式
为自己带来一份物质赔偿。若

航班被取消或航班起飞后返
航、备降，可获得 100 元赔
偿。不过，更多网友表示，购
买航空延误险并非图利，只是
为了给出行增添保障而已。

“比起拿 300元赔偿金，我更
愿意能坐上准点的航班，毕竟
在机场与客舱内苦苦等候的滋
味不好受。”有网友表示。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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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信用卡审批发卡速度越来
越快，但销卡却不是这样。除了销
卡时不能有欠款、不能有余额的规
定外，一些银行还需要等待 40余天
的“清账期”过去才能销卡。

市民王女士之前申请了一家股
份制银行的信用卡，但因为额度较
少，一直都很少用。考虑到刷不够
一定笔数就要交年费，她想把这张
卡注销，但在销卡时银行要求要等
待 45天才能销卡，原因是信用卡可
能还有欠款没有出账单，不能马上
销卡。对此她表示：“银行查询一下
交易记录就知道有没有欠款，为何
要等45天呢？”

记者了解到，目前许多银行信
用卡注销都需要等待 45天。例如，
某股份制银行信用卡客服就对记者
表示，信用卡可以电话申请取消，
但还需要关注 45天之内的账务，如
果没有新增欠款才算销卡完成。某
国有银行也同样有 45天后正式销卡
的规定，只有少数银行在查核信用
卡欠款已经还清后可以马上销卡。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无论客户
打电话还是在柜台提出信用卡注销
申请，只有申请时信用卡账面上的
欠款等费用全部还清且没有逾期或
负面记录，信用卡才能当时正式销
卡，所有功能全部停止。但如果客
户有没还清的相关费用或有还款逾
期等情况，那么一般就要等 45天左
右至最后的账单出来才能正式销卡。

事实上，银行设置“清账期”
不仅是为了确定有没有欠款，更有
其他的原因。分析人士表示，如果
持卡人注销成功，银行150至200元
的发卡成本将付之东流；其次，银
行希望得到活跃用户可以从中盈
利，哪怕只是利用银行的免息期；
最后，在销卡过程中银行会尽量挽
留，希望在有销卡意愿的持卡人中
保留用户。

除了销卡一般会有 45天的“清
账期”外，还要注意销卡与销户的
区别。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
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
管理办法》，银行账户信息自交易记
账当年计起至少会保存 5年。也就
是说，办理信用卡后，银行会根据
持卡人信息设定一个银行账户，卡
只是账户的表现形式，销卡并不等
于销户。如果只办理销卡，那么如
果下次再申请同一家银行的信用
卡，就无法享受新客户待遇及优
惠，销户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所
以销卡的同时最好也把卡片对应的
账户销掉。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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