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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银行
在全国率先启动区块链技术

为服务广大中小微企业发展，帮助企业降低融
资成本，解决融资难题,赣州银行通过金融科技创
新，积极运用区块链前沿技术，在全国率先推出票
链业务。截至9月30日，赣州银行共为省内156家
中小微企业办理票链业务924笔，融资金额突破2.5
亿元。区块链技术因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信息
不可篡改等特征，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
域。票链是赣州银行与深圳区块链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共同合作，基于中小微企业客户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为企业提供安全便捷、成本低廉融资服务
的一款新型互联网票据融资产品。全国首单区块
链票链业务在赣州银行率先落地，票链全国监控运
营管理中心在赣州银行揭牌落户，标志着赣州银行
在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走在全国城商行前列。

(李 毓)

南昌市政
举办“大咖下午茶”投资沙龙

10月27日,南昌市政公用集团围绕“成为省内
标杆型国有资本运营商”的战略,举办了首期“大咖
下午茶”投资沙龙活动。首期投资沙龙活动，特邀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本管理总裁姚伟，紫辉创投创
始人郑刚，易一天使创始合伙人、总经理曹日辉，麦
腾股份联合创始人、麦腾系列创始合伙人俞江虹等
投资业知名企业及创始人，共同分享、交流投资经
验，为各公司在投资中所遇到的困惑进行解惑，助
力各公司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做好对外投资工作。
近年来，南昌市政公用集团紧紧围绕“十三五”规划
发展目标、五大攻坚战，在投资领域完成了洪城水
业整体上市工作，与国泰君安、深创投、中军金控等
国内优秀投资管理公司合作成资本投资基金，房地
产领域投资了北京、深圳等优质项目，各项指标三
年内实现了翻番。

(李华君)

新华保险
向南昌环卫工人捐赠意外险

11月2日上午，“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行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第
13站捐赠仪式在南昌举行。这是继今年8月3日向
江西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300万元后，新华保险
再度向江西省奉献爱心的公益善举。该活动由新
华保险通过其发起设立的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这一专业公益平台实施。2017年度,新华保险将
为包括南昌在内的全国20个大中城市的近20万名
环卫工每人捐赠 1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保险，今
年捐赠的意外险总保额近 200亿元。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在仪式上宣布，向南昌市 2500名环
卫工人捐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额10万元，
总保额2.5亿元。同时，新华保险江西分公司还为
环卫工人们捐赠了 2500件环卫反光背心，为环卫
工人们筑起双重安全保障。

（朱 良）

江西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活动启动

日前，随着抚州市金溪香精香料区域品牌建
设、九江市产品研发创新推进计划的启动，由江西
省工信委举办的 2017“江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活
动”启动，该活动预计今年将帮助超过 600家省内
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据了解，从
2014年起，江西省工信委连续4年开展“江西企业
创新能力提升活动”，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
聘请专家团队来辅导企业，这一活动用有限的资金
撬动市场专业力量的服务，通过集中培训、创新大
讲堂、创新考察、一对一现场辅导、诊断提升、总结
答辩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服务了 2000余家
企业。企业呈现出经济效益、创新能力、研发水平、
人员素质、资金效用等五个方面明显提升的良好态
势。

（刘国伟）

本报讯（记者 吴艳雯）为加强和规范
我省银行业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工作，维护
辖内金融生态稳定，近日江西银监局创新
采用“五点法”开展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并
在全国率先提出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非法集资活动提供任何金融服务的要求，
充分发挥银行业在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
中的前哨作用。

具体做法如下：建立监测点。每家银
行业金融机构在每个设有营业网点的县
（市、区）建立一个非法集资监测点，负责
疑似非法集资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报告工
作。截至 2017年 9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已设立 1225个监测点；建立报告点。
在各银监办、各银监分局、江西银监局三

级总计确定 116 个报告点。监测点发现
疑似非法集资线索后，24 小时内报相应
的报告点；建立研判点。在各设区市设
立 11 个研判点。报告点收到疑似非法
集资线索报告后，报请当地处非办组织
相关部门进行初步研判：认为涉嫌非法
集资的，报请省处非办组织相关部门进
行定性；认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移送
当地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建立定性点。
全省设有 1 个非法集资定性点，由省打
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召集相
关成员单位研究定性；建立监管点。全
省三级银监部门共设有 116 个监管点：
各研判点初步定性涉嫌非法集资的，由
属地银监部门向银行业机构通报情况，

提示风险，要求其审慎提供金融服务，最
终被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定性为非法集资的，由江西银监局提
示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禁止为该非法集
资活动提供任何金融服务。

按照银监会部署，江西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对银
行业不当收费开展重点检查，共发现问题
22个，对检查发现的违规收费行为已全部
要求银行业机构整改及清退，并依法严格
处罚，罚款金额共计 146.99 万元，没收违
法所得 15.95 万元。此外，会同省政府金
融办对全省贷款中间环节收费进行专项
整治。通过开展现场检查和各类整治，有
效遏制银行不规范服务收费行为。

江西加强非法集资监测预警
热线举报金融机构及员工涉嫌行为可获奖励

10月24日上午，农业银行萍乡湘东
下埠分理处聚集了一群中老年客户围
在超级柜台前要求办理开卡业务。大
堂经理在为客户办卡过程中,通过查阅
客户的身份证发现，这些客户普遍为60
多岁以上的老人。大堂经理当即询问
开卡目的，这些客户告知办卡是为接收
贫困补助资金，在得知正当理由之后，
大堂经理为客户们依次开卡。

正当送走这批客户的同时，大堂内
又陆续进入一批中老年客户，同样以接
收贫困补助的名义要求办卡，由于其中
一位女性客户在办理业务过程中，不断
地离开柜台拨打电话询问他人，这一反

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警惕，面
对询问，该客户含糊其辞又辩称在外地
子女让她办理农行卡。

工作人员即将此异常情况反映给
网点负责人，网点负责人随即将该名女
性客户单独带到一边进行询问，交谈中
该客户透露有人以发放贫困资金的名
义，要求这些村里的中老年人到农行来
办卡，如果在办卡过程遇到银行工作人
员询问时，就表示是熟人的扶贫项目，
并要求他们办好卡后先把个人信息和
银行卡信息编辑短信发送给他人，再等
待后续通知。在得知此线索后，网点负
责人立即电话核查，在得到相关部门否

认的回复后，工作人员立即停止了办卡
业务，并告知客户无发放贫困资金的项
目事项，同时将泄露个人信息可能造成
的不良后果告诉这些办卡的中老年人。

经过解释工作后，现场仍有个别客
户质疑，并以各种其他理由要求继续办
卡，工作人员见此情形立即拨打“110”
报警电话，待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
坚持办卡的客户才相继听从劝阻离开
大堂。当日中午，网点负责人逐个电话
告知客户并无所谓发放贫困项目资金
的事实，奉劝已办卡客户要妥善保管好
个人银行卡片和身份证件，防范电信诈
骗案件。 （邓嘉祺）

“金融+文旅”模式创新
2016年6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复，由江西汉辰投

资集团牵头，联合江西日报传媒集团文创公司等股东，共
同发起并组建了江西金融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华章汉辰担保集团公司属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

近年，两家集团在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日报传媒集团
两个文化背景股东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发展战略规划以

“金融+文旅”为重点实施项目，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积极进行客户、渠道、人才等资源整合，并围绕文化旅游
投资、文化内容制作、文化基金、文化PPP、文化担保、文化
小贷、文化融资租赁等具体业务，深入探索“金融服务文
旅，产业融合金融”模式的落地。

多个文旅项目落地江西
经过一定的沉淀与积累，江西金融发展集团与江

西华章汉辰担保集团在互联网的版权交易方面，逐步
搭建包括中国影视文学、中国文博知识产权等 5大专项
版权交易服务平台。同时，在互联网的版权金融服务、
投资与运营方面进行精耕细作，成立了新媒体版权基
金、影视基金、演艺基金等 4支、约 6亿元的投资基金。

文旅小镇建设方面。目前，集团已经在靖安县收购
及租赁数百亩生态农业及文旅土地，现阶段正在做前期
的规划设计，预计将要投入超 20亿元左右，打造一个禅
养生态小镇。在设计上走内涵发展之路，不求奢华但求
创意独特，通过融入江西的文化元素，让游客产生人性
的、内在的心灵震撼，达到“把心留住”的效果。

影视项目投资方面。两家集团共同打造影视文学
版权综合服务平台，参与了包括《北平无战事》等13部影

视版权项目的投资，并锁定了 4部《鬼吹灯》系列电影约
10亿元的优先投资权。未来还计划拍摄中国合拍片，进
军国际影视版权领域，争取在北美等多个国家上映。

互联网影视内容制作方面。江西金融发展集团先期
打造一个面向大学生的影视内容提供、泛娱乐综艺节目制
作平台，也是大学生自己写、自己拍、自己演的创业平台。

目前深圳团队制作了独立电影《向日葵》和网络大电
影《拼时代》等，两年来共拍摄了20多部付费网络大电影，
票房分账超千万元，在新媒体影视产业迈出了新的步伐。

演艺项目投资方面。两大集团正合力打造中国演
出行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帮助文化演艺产业人和机构扩
展人脉与营销圈，先后投资了英国国宝级舞台剧《战马》

《陈奕迅全球巡回演唱会》《韩国BIGBANG中国巡回演
唱会》等多个演艺项目。

目前，主要覆盖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下一步将尽力
引入江西来举办、拍摄与制作，帮助江西的艺术家和演
员提高艺术造诣、寻找适合自身的艺术市场。

近日，由集团投资拍摄的《千里奔爱》视频短剧，大
部分拍摄地点就选址在江西南丰县洽湾镇，以情景短剧
的形式推广江西南丰蜜橘园的风貌。

文化人才投资方面。两大集团合力研发“艺人贷”“艺
人投”等金融服务产品，将更注重帮助文学创作、艺人、演
员和体育人才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以及形象包装、内涵
提升的服务，并提供在媒体参与演艺的展示平台。

版权跨界授权方面。两大集团全力打造版权全产
业链的商业运营模式。现正筹划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
电视授权合作，投资《CSI 犯罪现场调查：中国巡展体验
之旅》《鬼吹灯之主题体验馆》等跨界授权项目的落地与
运营，除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运营外，创造条件把优质版
权引入江西，在南昌等省内中心城市设立体验厅，助推

江西版权全产业链的发展。
艺术品运营方面。近日，两大集团与鹰潭龙虎山华

泉小村合作，成立了“汉辰油画版权运营平台”。未来将
在龙虎山打造一个全国性集艺术家授权、版权运营、新
锐艺术家经纪、艺术品金融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并计划
在龙虎山创建高端景区，打造综合性区域旅游品牌。

同时,集团筹备打造的项目还有“江西油画之
乡”——黎川油画产业园，将在黎川县政府的领导下，
联合其他运营方，共同为产业园做好规划、经营与发
展工作。

成为跨界整合的探索者
经过不断发展与沉淀积累，江西金融发展集团携手

华章汉辰担保集团在综合金融、产业金融、文化金融等多
个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战略合作资源。目前，已经与
30多家银行、80余家非银金融机构及相关产业龙头建立
了合作。两家集团针对文旅行业特点，利用集团担保增
信功能及“投、保、贷、租、管”联动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
金融杠杆作用，调动社会资源服务文旅发展。

作为江西“金融+文旅”模式的探索者，两大集团在这
一发展模式的创新中逐步得到国家有关主管机构及社会
各界的认可，旗下各分子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版权贸易基
地、国家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称号荣誉……

江西金融发展集团董事长、江西华章汉辰担保集团
总裁彭新亮透露，未来两大集团还将发扬“共享、互联、互
通”的精神，以金融为工具，以“互联网+”为模式，提升文
化内涵，通过金融助推，协同促进产融结合，力争用 3-5
年的时间，探索出一条走得通、走得远的“金融+文旅”发
展道路。

10月28日，江西金融发展
集团公司召开董事会，来自江
西日报传媒集团文创公司等
股东们齐聚一堂，共同审议通
过了集团注册资本金由目前
10 亿元增资扩股到 30 亿元的
方案。

与此同时，江西华章汉辰
担保集团公司正式完成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 AA 级的评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成为我省少
数 AA 级信用的担保公司之
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家
集团正在通过金融工具对文
化产业的支撑作用，共同践行

“金融+文旅”的创新模式。

创新“金融+文旅”经营模式
江西金融发展集团携手华章汉辰担保集团布局金融、文旅侧记

农业银行堵截一起利用中老年办卡实施诈骗案件

友情提醒：
广大读者可通过江西省非法集资

举报热线“961555”及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非法集资监测点公布的举报热线，举
报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员工、客户涉嫌
非法集资活动的线索。线索经核实并
立案侦查后，有关部门将按《江西省非
法集资举报奖励办法》对举报人进行奖
励，并落实举报人人身安全保障等措
施。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按照相关
规定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涉及非法集资
账户资金查控工作，并根据其要求，对
涉嫌非法集资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进行
动态监控，防止抽逃、转移、藏匿资金，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安全。

行业监管

ca ij in g
ca ij in g

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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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滨 龙 倩

全国高校动画与数字媒体
创意发展论坛在泰豪举办

11月 5日上午，全国高校动画与数字媒
体创意发展论坛在江西泰豪动漫职院举办。
来自中国数字艺术设计专家委员会、中国VR
艺术研究中心及全国部分高校的专家和师生
代表200多人参加论坛。第11届中国好创意
大赛和江西省数字艺术设计专家委员会第二
届会员大会于论坛前后时间在泰豪动漫职院
举行。此次系列活动为促进省内外学术交
流，特别邀请了省内部分高校的师生参与。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泰豪集
团董事会主席、江西泰豪动漫职院董事长黄
代放，介绍了泰豪在产学融合、产教融合方面
的重视和对创新培养模式的实践。近年来，
面对动画与数字媒体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创新培养方式，把产
业发展的新要求融入到教学科研实践中去，
做到产学深度融合以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

（郑俊杰）

财经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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