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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千亿美元富豪增至 5 人
受新冠疫苗利好消息提振袁全球多地股市 9 日大涨袁助推法国

奢侈品巨头贝尔纳窑阿尔诺跻身先前仅有 4 人的千亿美元级富豪
行列遥

根据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所列财富每日排名袁 路威酩轩集团
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尔诺 9 日晋级千亿美元级富豪袁 加入
美国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窑贝索斯尧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窑
盖茨尧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窑扎克伯格和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
官埃隆窑马斯克的行列遥

这是该指数创建以来袁首次有 5 人身家超千亿美元遥 这 5 人当
天资产增值总计 680 亿美元遥

但 9 日最大赢家是拥有服装品牌野萨拉冶的西班牙零售巨头阿
曼西奥窑奥尔特加袁他的财富当天暴涨 76 亿美元袁几乎相当于今年
以来他资产野缩水冶数额的一半遥

这些富豪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袁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
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报告积极的临床试验结果袁
引发股市上涨遥 也有富豪因疫苗利好消息遭受损失袁包括因疫情期
间视频会议和居家娱乐激增而获益的软视软件公司美籍华裔首席
执行官袁征袁 以及健身器材制造商佩洛顿公司创始人约翰窑福利遥
袁征和福利的资产当天分别野缩水冶51 亿和 3 亿美元遥 刘立

新版 5 元纸币正式发行
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于 5 日起发行遥 新版 5 元纸

币在保持现行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主图案尧 主色调等要素不变
的前提下袁优化了票面结构层次与效果袁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遥

新版 5 元纸币正面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光彩光变面额数字
野5冶袁左下角和右上角局部图案调整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
印图案遥 左侧增加装饰纹样袁调整面额数字白水印的位置袁调整左
侧花卉水印尧左侧横号码尧中部装饰团花尧右侧毛泽东头像的样式遥
取消中部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右侧凹印手感线遥

新版 5 元纸币背面左上角和右下角局部图案调整为凹印对印
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案袁调整主景尧面额数字的样式袁票面年号
改为野2020 年冶遥

为提升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袁 人民银行于 2015 年 11 月发行
了新版 100 元纸币袁2019 年 8 月发行了新版 50 元尧20 元尧10 元尧1
元纸币和 1 元尧5 角尧1 角硬币遥 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的
发行袁意味着第五套人民币此次提升工作宣告完成遥 晓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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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杨景洪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
(2019)ZD01070041袁特此声明遥

绎陈颂金持有的证号为 021505004 号土地使用证
壹本渊土地坐落于瑞金市瑞林镇苏地村苏地小组冤遗失袁
声明作废遥

绎钟东兰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
ZD01150537袁特此声明遥

法院二审
改判银行赔付

2016 年 6 月和 10 月袁裴某在某国有银
行北京某支行工作人员的推荐和引导下袁
在得到该银行确保收回本金和 4.5%尧5%收
益的承诺后分别购买了该银行推出的期限
为 1 年的个人理财产品袁 并通过该银行的
账户分别支付了 150 万元和 301 万元的款
项遥 但上述产品到期后袁裴某所购买的理财
产 品 本 金 仅 存 4404708.09 元 袁 损 失
105291.91 元曰所获收益 60 元袁而非该行承
诺的 210450 元袁相差 210390 元遥

裴某表示袁其因为信任该银行信誉袁明
确表示了要购买该行的理财产品袁 且表明
了保本尧稳健的需求袁但现结果已完全违背
了其到该行理财的初衷袁 也根本性地违背
了该行的承诺遥

而该银行给出的辩驳理由则是袁 在销
售产品前袁 该行已经依法依规进行了全面
的风险提示遥 裴某做过的客户风险承受度
评估显示完全具备购买涉案金融产品的能
力遥 同时袁在产品合同书尧电子风险提示书
都有明确的风险提示遥 该行认为自己依法
依规销售金融产品袁 对于金融产品出现的
亏损袁 不应由销售方负责袁 即使要承担损
失袁也应由资产管理人承担遥

一审法院认为袁 裴某在知晓并确认购
买涉案理财产品有风险的前提下袁 其对本
金有可能产生损失以及收益有可能未达预
期应当有一定的预见性袁 且其理财本金并
未显著亏损遥 裴某提交的证据袁不能证明该
银行在其购买涉案理财产品时向其作出过
保本保息的承诺袁 故驳回了投资者的全部
诉讼请求遥

但二审法院审理后袁作出了改判遥 法院
认为袁 该行在销售过程中未充分尽到适当
性义务遥 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在向金
融消费者推介尧 销售高风险登记金融产品
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
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袁必须履行了解客户尧
了解产品尧 将适当产品销售给适当金融消
费者的义务遥

本案中袁 该行工作人员在向裴某销售
理财产品时袁 在裴某网银截屏打印件上书
写野201710 月底-11 初 1 年 4.5%冶字样袁该
表述含有向投资者传达保收益的意思表
示袁 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极易
造成误导袁其行为违反了适当推介义务遥 该
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销售理财产品

时提示裴某阅读过产品的相关销售文件及
合同袁 银行不能以投资者可自行上网阅读
合同内容为由推卸自身的适当推介义务遥
银行向裴某推介产品时袁 未充分尽到适当
性义务袁 应对裴某受到的实际损失承担相
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遥 最后法院裁定袁该银行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裴某支付投
资本金损失 105291.91 元袁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裴某支付投资收益损失 渊以
3010000 元为基数冤遥

银行尽义务
投资人重风险

有业内人士表示袁 客户大多是基于银
行的信誉购买了理财产品袁 在出现损失的
情况下袁银行也并不能完全推脱责任遥 而银
行工作人员夸大理财产品的收益更是万万
不可遥

法院判决时就指出袁根据叶商业银行个
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曳 第三条尧 第四
条尧第五条尧第二十一条等规定袁商业银行
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应与客户签订合同袁不
得无条件向客户承诺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
率的保证收益率曰 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
服务向客户推荐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
风险偏好尧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袁评估
客户的财务状况袁 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
客户自主选择袁 并应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
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袁揭示相关风险遥 根
据该办法及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法曳和叶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曳的相
关规定袁 商业银行违规开展个人理财业务
造成银行或客户重大经济损失的袁 应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遥

而新版金融消保法也明确规定袁 对利
率尧费用尧收益及风险等与金融消费者切身
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袁 应当根据金融产品
或者服务的复杂程度及风险等级袁 对其中
关键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明袁 并以适当
方式供金融消费者确认其已接收完整信
息遥 而明示或者暗示保本尧无风险或者保收
益等保证性承诺也是明令禁止的遥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袁在本案中袁野双录冶
的时候客户也自己承认了接受产品风险遥
而对于客户理财产品亏损与银行之间的纠
纷袁权责方面也比较难去界定遥

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纠纷袁 专业人士
建议袁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袁除了关注
收益情况袁 也要和银行确认该理财产品的
风险袁来确定是否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遥

理财产品亏损 银行被判赔付

阴赵智妍

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袁
不少工作人员经常会明示或
者暗示袁某些理财产品野稳赚
不赔冶袁 但这样的承诺时不时
野翻车冶遥 近日袁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了一个理财
客户与银行的纠纷案件袁最终
审判结果为银行向客户推介
理财产品时袁未充分尽到适当
性义务袁判决该行对客户受到
的实际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
赔偿责任遥

我购买的是较
低风险产品袁
出现亏损真是
出乎意料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