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工行无锡分行营业部党总
支参与“甘雨·爱力量”党建联盟活
动，青年党员吴雨桦在活动上做了题
为“党徽在岗位上闪光”的主题演讲，
获得与会近 20 个党组织的一致认

可。本次活动壮大了联盟的成员队
伍，也加强了联盟单位间的相互交流
和学习，更体现了工行热心助残的爱
心和服务人民、贡献社会的决心。

（王一丰）

工行无锡分行营业部党总支

参与“甘雨·爱力量”党建联盟活动

“无锡好司机”领奖说明
每周奖品：一等奖1名，奖励戴森V7无线吸尘器1

台；二等奖5名，奖励100元中石油加油充值卡1张。
领奖要求：中奖者本人凭身份证原件在中奖后一个月

内至崇宁路8号太保财险营业厅领取。
领取时间：1 月 4 日起开放领取，工作日 8：30-

11：30，13：00-17：00。
联系电话：0510-81899805。

“无锡好司机”有奖报名活动

第六期戴森吸尘器名花有主

报名参与中大奖

一等奖

二等奖

第六期活动获奖名单
姓名 性别 车牌 手机号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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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贵金属市场让很多业内人士
也大呼看不懂，从上半年的猛涨，到下半年
的急跌，犹如坐上了过山车。由于市场的剧
烈波动，2020年11月27日，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纷纷发布公告称，暂停个人账户贵金属新客户
开立交易账户。实际上，在2020年11月初，受
美国大选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场波动预期加剧，
彼时就有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发布预警公
告，提示投资者贵金属交易风险。当前贵金属的市
场行情如何？接下来的投资趋势将会如何？记者
采访了相关人士。

日前，太平人寿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暨读书班，重
温《党章》精华内容。

太平人寿主要负责人认为，学好
经典、用好经典，用党章进一步统一
思想和行动。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党
章镌刻着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指导党
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
依据，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履职尽
责、锤炼党性的根本标准。

太平人寿的党员领导干部，不仅
将学党章、用党章作为加强自身建设
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更有意
识地带动全系统各级党员干部牢固
树立起党章意识。理想信念先树立

起来了，思想和行动才能统一，才能
形成强大合力，势如破竹地去战斗。

会议上同时强调，要对照党章自
我检视，在正视差距中不断奋进。作
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把每次重温
党章的过程，视为一次盘点成绩、检
视不足、重新出发的过程；要把每次
学习党章的过程，视为一次理论联系
实际、静心沉淀、厚积薄发的过程。

参会人员一致认为，想要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并胜出，就要善于
自我检视，在对过去的复盘与反思中，
看清得与失，发挥优点、克服缺点，才
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是

“赢”接未来应有的胸襟和气魄。

太平人寿党委中心组学习重温《党章》精华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无锡农发行党委制
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方案和计划，坚持“三
个三”学习法，高质量推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

该行聚焦“三个着力”，推动理论学习规范
高效。通过着力建章立制、着力理论学习、着力
交流研讨，始终把思想建设贯穿中心学习，不断
提升道德水平，并不断拓宽理论学习边界。

党委成员围绕学习的重点，联系农发行改
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调研，把理论学习成果
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每一名中
心组成员每年撰写两篇调研报告。

同时，该行围绕“三个创新”，营造理论学
习活泼氛围。以农发行智慧党建、学习专刊、e

学堂等为媒介，持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活动为载体，与红豆集团
开展银企党建共建廉洁合作活动，涵养清廉品
质；与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央储备粮
苏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开展“三共合作促粮安”
活动，纵深推进从严管党治党。

坚持学习文件与讲课辅导相结合，针对文
件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邀请锡山区委党校教授上
党课、律师事务所主任讲《民法典》、人民银行专
家讲反洗钱等，答疑解惑，不断提升学习质效。

定期组织“微党课”比赛，中心组成员轮流
参与，增强党的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组
织党的理论知识竞赛，激发党员学习党的理论
热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

与此同时，该行抓好“三个赋能”，加快理
论学习成果转化。坚持学习成果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赋能,第一时间对接全市疫情防控需
求。快速向红豆集团、阳光集团、宜兴驰马拉
链公司、无锡正则精准检测公司等10余家企
业投放应急贷款6.67亿元，其中4家企业属于
人民银行防疫专项贷款“全国性重点企业”，贷
款金额5.4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投放疫情防
控专项再贷款的60%。

通过坚持学习成果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赋能。该行中心组理论学习锤炼的务实作风，
转化为支持地方发展的行动，多渠道助力无锡
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出重要的金融力量。

（陈福和）

无锡农发行“三个三”学习法助推实际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2020
年12月17日，国联财务公司党支部
召开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公司共
21名党员出席会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
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
定，经该公司党支部充分酝酿、精心
准备、周密部署，会议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拉开序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一届支委会工作报告、换届选举办法
（草案）和监票计票人名单，以无记名
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支部委员会。随后，新一届支部
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选举产

生了支部书记、副书记，并明确各委
员分工。

据悉，该公司党支部将以强化支
委班子自身建设为重点，强化政治理
论学习，落实党组织主体责任，抓细党
员队伍建设，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切实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做
事、积极作为、勇挑重担，为公司“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崭新的姿态迎接
建党百年。

最后，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歌
声中顺利闭幕。党员大会还审议通过
了公司党支部 2020 年工作总结及
2021年工作计划，讨论通过了预备党
员转正、新党员申请入党等事项。

国联财务公司党支部圆满完成换届

*梦瑜 女 *07X *28930 *19840220*

*信东 男 *118 *46283 *19741106*

*春 男 *6WQ *62672 *19810207*

*金理 男 *79N *11686 *19730305*

*国忠 男 *2A8 *65518 *19640829*

*彪 男 *2Y3 *16363 *19950912*

对于2021年的贵金属市场，业内人士
普遍表示谨慎乐观。因为随着疫苗研发进
展良好，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叠加全球主要
经济体同步内需支持政策等利好经济，这
些因素都对贵金属有一定利好。业内人士
认为，黄金新年前后在1800美元附近存在
一定支撑。而得出此看法主要有三个因
素，一是欧美主要央行维持超宽松流动性
环境，此前欧央行按时进一步加码非常规

政策；二是市场对疫苗利好、美国大选利好
消化已较为充分；三是不确定性因素仍
多。目前海外疫情仍处于失控状态，欧美
就业、消费等数据放缓态势明显，疫苗何时
对经济活动及产生多大效果仍有待观察，
市场对美股估值偏离基本担忧，以及英国
脱欧影响。

还有不少分析师认为2021年黄金价格
有创新高的基础，主要是根据全球为提振经

济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短期由于新冠病毒
的肆虐，在流通领域未表现出通胀的体现，但
在全球经济初步稳定而增长后货币超发的影
响会逐渐体现。工商银行贵金属中心投资分
析师廉昂预计2021年黄金价格的震荡期间
会较大，他也提醒贵金属交易类投资者要关
注全球经济运行状况、敏感地区的局势变化，
尤其是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变化。

（朱尊）

新年投资贵金属仍需谨慎而为

业内人士对于各大银行暂停个人账户贵
金属新客户开立交易账户之举普遍认为是规
避市场剧烈波动之举，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

廉昂告诉记者，以美国COMEX黄金价
格为例，2020年初延续从2019年 11月的
1146.2 美元为起点上行趋势，稳步上扬，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美股遭遇一
周四次熔断，全球各类资产均出现大跌，造成

全球的流动性危机之下，黄金从2020年3月
16日开始，接着6个交易累计狂跌9.54%，但
随后黄金走出V型反转，在全球重启货币宽
松政策的前提下，黄金在2020年8月7日创
下2089.2美元的历史新高，之后陷入震荡下
跌，重心下移的调整，在2020年11月底再破
1800美元，但随着美联储持续坚持宽松政策
前提下，黄金再次走强。

廉昂认为暂停开户这一决定短期对市场

的影响力度不大。由于现有存量客户仍可以
交易。这次的举措，他个人认为是银行甄别
合格账户类投资者的一次行动。因为每个投
资品种均有各自的风险点，都有不同的适合
人群，账户贵金属是交易类产品，不同于银行
存款及理财产品，参与者一定要事先了解其
价格影响因素、报价规则、操作规则、以及自
身抵抗投资亏损的能力，谨慎参与，这对业务
长期发展有好处。

规定影响有限利好未来市场

“过去1个月全球金价波动超过150美
元/盎司期间，偶然会有一两位客户一口气购
买两三块100克的金条抄底。”工商银行贵
金属中心投资分析师廉昂向记者透露。这背
后，或许是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再度左右无锡
人的黄金交易心态。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贵金属业务部门主
管向记者透露，近日通过纸黄金市场抄底黄

金的高净值客户也不多。究其原因，是疫苗
研发进展与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消除，令这些
投资者不大愿意押注金价触底反弹。“即便
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2，创下2020年9月以
来最低点，似乎也很难挽回高净值人群抄底
黄金的热情。”这位股份制银行贵金属业务
部主管说。

与之相反的是，上半年购买贵金属的无

锡客户激增，工商银行无锡分行贵金属旗舰
店工作量大涨，前来咨询或者办理黄金回购
等业务的客户络绎不绝。“到2020年7月为
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回购量，并且
还超出了近10%。”该店投资分析师廉昂告
诉记者，除了投资金条的客户选择“高位变
现”，还要部分持有黄金饰品等非投资类黄金
的市民也加入购买大军。

贵金属投资上下半年两重天

新客户开立账户暂停满月
投资还好吗？

为全面提升反洗钱条线人员的
技能与专业水平，切实增强反洗钱培
训实效，南京银行无锡分行近日举办
了一场反洗钱业务知识竞赛，全行柜
面一线员工参加此次竞赛。

本次竞赛采取书面答题的方式，
竞赛内容主要覆盖反洗钱法律法规、
反洗钱工作岗位设置、受益所有人识
别、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情形分
析等各类反洗钱知识和相关制度要

求。比赛设置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4
名，三等奖5名。

本次竞赛的举办在全行营造了
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了从业人员的
反洗钱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分行
将以本次竞赛为契机，正确认识当前
反洗钱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进一步
完善反洗钱机制建设，强化反洗钱履
职能力，全面推进反洗钱工作再上新
台阶。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开展反洗钱业务知识竞赛

贵金属

“多亏了中国信保无锡办事处的帮忙，我
们终于度过了这次危机。”日前，无锡本地一家
老牌服装外贸企业公司的负责人激动地表示。

受2020年疫情的影响，该公司最大的澳
洲买家，因经营不善，拖欠公司货款超280万
美元，给企业资金周转带来巨大困难。了解到
这一情况，中国信保无锡办事处积极帮助企业
整理案件材料，与海外渠道沟通案情，快速推
进理赔进程，最终向该公司赔付250多万美
元，有力保障了企业的出口风险和经营稳定。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无锡办事处作为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基
层组织，紧紧围绕党中央要求和总、分公司党

委部署，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逆周期调节
作用，全力支持无锡外经贸企业对冲疫情影
响，帮助外经贸企业复工复产，保市场、保份
额、保订单，为稳住外贸基本盘提供超常规支
持，展现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使命担当。

截至2020年11月底，无锡企业获得中国信
保赔付金额近2500万美元，同比增长23.5%，对
受疫情影响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做到应赔尽赔、
能赔快赔，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稳定。这是
中国信保无锡办交出的一张过硬答卷。

2020年以来，中国信保无锡办事处坚持
以党建引领，在应对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组建“战疫情、强服务”党员

先锋队，主动深入一线帮助受困企业解决发展
难题。针对无锡企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
专门成立“抗疫情、保出口”、“普惠先锋”两个
攻坚小组，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复工复产，
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稳定。

据了解，2020年1-11月，中国信保无锡
办事处新增省级统保平台小微客户500余家，
同比增长56%；服务小微企业近1800家，同比
增长25.1%。中国信保无锡办事处既注重发
挥“雪中送炭”的帮扶作用，也着力做好“添柴
加火”的培育工作，积极探索为小微企业成长
壮大“赋能助推”，为我市广大中小微外贸企业
发展做好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中国信保无锡办事处全力支持服务出口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