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 2018

LIFESTYLE
生活家

飞毯
“

不到远方， 怎知春色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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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远方，
怎知春色几许
目前，工银私人银行已覆盖境外21个国
家和地区，又是四季轮回，初春的花都
开在 路上。让我们跟随其步伐领略 全
球风光，看太阳光 透 过大气 层所产生
不一样的天空，世界上以分别为结果的
相 遇。
文｜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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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纽约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质，在20世纪初，以蓝

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随后欧洲

色海水为伴的悉尼涌入了大量欧洲与亚洲的新移

各国殖民者前仆后继地建立殖民贸易点，随后形

民，迅速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成了自由港，是如今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前身。

身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悉尼歌剧院，由贝壳形
屋顶结合了剧院和厅室的水上综合建筑，与其隔

作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标志，华尔街是首
去之地。而旅客最喜爱的地方则是自由岛的自由女

03

海相望的悉尼海港大桥连接港口南北两岸。夜幕
降临，神秘的海湾上，歌剧院与大桥融为一体，是

神像，它是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一百周年，法
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也是美国自由的象

03

人类智慧的体现。

征。如今，与帝国大厦并称为纽约的地标。
迪拜

01
新加坡

此外，不容错过的还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

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然史博物馆，以及位于第五大

国里七个联邦酋长国之一，也是中东地区的经济和

道82号大街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四大博

金融中心。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迪拜的气候最

物馆之一。

为舒适，也便于观赏其一半是浩瀚壮阔的沙漠戈

将自然之美与现代化都市完美结合的“花园

壁，另一半是神秘莫测的海洋碧波。

城市”新加坡，必去的地方就是滨海湾花园，以钢

迪拜的新城区多的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铁和玻璃为主要结构的两个温室花园，种植地中

著名的世界第一高建筑828米的哈利法塔；另外值

海植物为主的“花之穹顶”和模仿了热带高海拔地

得一去的是，通过沙子和岩石搭建的人工填海而

区环境的“云雾林”，培育有22.6万种植物，讲述了

造的迪拜棕榈岛，为了保证精准的棕榈树形状，还

海洋与陆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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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观景摩天轮是世界最大的摩天轮，它

使用了私人卫星伊科诺斯定位，目前，能够容纳约
6万居民。

的直径有150米，高度有165米，每秒的转速是0.2

已经举 行了二十一届的迪 拜 赛马世界杯，

米，转一圈是30分钟。在摩天轮上，可以观望新加

以“世界最奢华马赛”的头衔吸引着全世界的关

坡河、莱佛士坊、滨海湾等城市的全景。

注。今年的比赛定在3月31日，当天共有9场赛马

此 外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新加坡河欣赏两

比赛，最后，还有音乐会与烟花表演来谢幕。

岸风光；新加坡海洋馆还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水族

尽管迪拜以有钱举世闻名，但月亮之下无可避

馆；在滨海湾的鱼尾狮公园，由一条鱼和一头狮子

免着贫穷。生活是不公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构成的雕塑鱼尾狮，是新加坡的神话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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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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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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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
安大略省会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也是
Google上“世界上必须参观的城市”名单中一位。
乘坐电梯到达多伦多CN塔观景台，除了俯瞰

有“南美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出

谈起东京，永远绕不过樱花二字。它不仅是

名的是修建于16世纪的五月广场，不仅是布宜诺斯

日本国花，亦是它们精神所在。在中国唐朝时期，

艾利斯最古老的繁华中心，还见证过战争流血，成

隔海的日本国，其天皇先后迁都平城京与平安京，

为许多政治事件与示威之地。为了纪念牺牲爱国

也就是日本的奈良与平安。日本经济与文化空前昌

的志士，阿根廷人民在广场中心立了名为“五月金

盛，樱花的美好在文学作品里不断被描绘着。如《

字塔”的纪念碑，其东侧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玫瑰

源氏物语》里以“定当辞枝留不住，樱花因此冠群

宫，建于十九世纪。如今，是阿根廷的总统府。

芳”意象寓意着女主角紫姬的命运。到了幕府统治

带着欧洲风格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美在于它

整个城市的风光，还可以体验CN塔外的高空“边
缘行走”项目。两百多年来，多伦多农民都在老城
的圣劳伦斯市场上贩卖农作物，还有不少艺术家、

东京

时期，权力旁落，樱花与武士精神相结合，爱樱花

毫不起眼的某条小街，或是咖啡馆，不经意间带来

盛开时的灿烂，更敬佩它凋落时的壮烈。

的惊喜。

三月底至四月初，正是樱花的季节。鲁迅的笔
下“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

工匠们出售他们自制的艺术品和产品。还被《国家

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上野公园里有一千多棵

地理》选入“世界上最好逛的十大市场”名单。
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多伦多古酿酒厂区，在第

08

樱花树，风吹拂而过，落英缤纷，灿烂永恒。

07

柔和的街灯照映下，目黑川两岸树木繁盛，莫

一次世界大战时，因禁酒令而生意衰败，最终倒
闭。后来改造成为多伦多最大的文化艺术中心，古

之与争的夜樱是全东京最美之处。沿着河流走，开

伦敦

08

满重重樱花的树枝遮住了天际，河上还架着和氏

酿区有15个美术馆，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声誉。并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中国工

且，作为加拿大国家遗产保护区，是北美保存最好

商银行伦敦分行就位于威廉王街，不远处是泰晤

的一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区。

士河北岸，修建于11世纪，除了作为英国王室的堡

法国人的浪漫众所周知，更精准一些的解读：

最为推荐的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

垒与宫殿，还是著名监狱的伦敦塔，对整个英国的

浪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慢是他们的办事效率。这两

约州的交界处，形成于一万两千年前冰川时代的尼

建筑风格都具有重大影响，现已是世界文化遗产。

点，巴黎人习得真传，但不影响这座城市的浪漫与

亚加拉大瀑布，磅礴壮阔气势如虹，是世界著名的

在泰晤士河上，连接阿尔哈姆莱茨区和萨瑟克区

精致。

七大自然奇景之一。

的伦敦塔桥，因其为伦敦的象征，经常出现于各大
影视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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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伊丽莎白塔坐落于泰晤士
河畔议会大厦的北面，每隔一个小时报时一次，也
是旅客们必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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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在巴黎旅行乘坐RER C线，途经巴黎圣母院、
埃菲尔铁塔、荣军院、奥塞美术馆、凡尔赛宫等；

小桥，两岸都是居酒屋。凋谢时，整条目黑川都变
成粉色。
亦不可错过瞭望整个东京景色，远眺富士山
的东京塔；634米的东京天空树高度仅次于迪拜的
哈利法塔；建于1872年，收藏11万件以上文物的东
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建于1877年，记录了战后日本
科技发展与强大之路的国立科学博物馆。

或者是地铁2号线，途经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
圣心大教堂等著名景点。
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文化与艺术中心，当时是

此外，拥有1300多万件藏品的大英博物馆，是

世界上不少的文艺青年的圣地，亦包容因风俗罪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

在英国无立足之地的王尔德。在海明威的笔下：如

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品，其中有科学家

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

的手稿、民族文明的脉络。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

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

多可谓罕见，令不少人扼腕惊叹。

流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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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辜负的巧克力
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900 年间，在
墨西哥居住着奥尔梅克人最早发现了
巧克力，生活方式从狩猎过渡到耕作的
他们是中美洲最早文明化的民族。到了
16 世纪初，西班牙人从阿兹特克帝国带
走了巧克力，所制成的饮品受到了西班
牙宫廷的青睐。

NO.2 2018

1

Caffarel
1826年，在意大利都灵城外有一个

以水为动力的制革厂，厂主将其改成了巧
克力工坊，并购置了生产加工设备，生产
速度在当时令人惊叹。在追逐于巧克力创
新的同时，为了保证质量，工坊只引进中
美、南美和非洲国家最优质的可可豆。
此外，Caffarel家的松脆夹心巧克力
堪称一绝，其融化的糖浆中包裹着碎坚

文｜Celeste

果，咬上一口，伴随着嘎啦的声音流入嘴
中唇齿留香。

“ 巧 克 力 ”一 词 尽 人 皆 知 ，却 对 其 了 解
2

甚 少，这个 词 语 的 概 念 也 容 易混淆。专业 人 员
则 是 以“c a c a o”指 未 加 工 前 的可 可 树与可 可
豆；
“chocolate”指可可豆加工后的产品；
“cocoa”
则指粉末状的巧克力。
选择巧克力时，首先要闻其是否带有巧克力
纯正的芳香味，不应有过甜和化学物质的味道，如
果有尘土味，可能是储存不当或时间过久；其次，
巧克力的颜色从深红褐色到黑棕色，浇模成型的

Patrick Roger
在法国，品质最佳的巧克力Patrick

Roger当之无愧，当然，巧克力在巴黎也被
赋予了其浪漫与艺术性。在Patrick Roger
店里，陈列着众多以巧克力来雕刻、创作
出的艺术品，从中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对社
会复杂性的解读。每隔一段时间，店里还
会推出新的艺术品。

巧克力表面会光亮平滑，手工则会相对暗一些。
近几年来，中国市场上大众巧克力品牌的售
量下滑明显，出于人们对更美好的生活质量的追求
与向往，高端巧克力的销量上涨显著。那么，究竟
哪几款巧克力美味与美貌并存，且匠心与质量齐
飞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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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ierre Marcolini
谈起巧克力避不开比利时，比利时

最为传统的巧克力作坊是“从原料到柜
台”。而工业革命使机器代替手工，及传
统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大众对巧克力日益
渐长的需求，因此这种“从原料到柜台”
渐渐没落。
Pierre Marcolini坚持着传统巧克力最
原本的样子，从挑选可可豆起，将其运到
比利时的工坊进行加工制作，再最美味的
巧克力运往世界各地。

3

Amedei
意大利品牌Amedei虽说相较其它巧

克力品牌过于年轻，但对巧克力怀着敬与
爱的创始人认为，好的巧克力一定取决
于原料。因此，他们找到委内瑞拉所产的
Chuao可可豆，这种可可豆气味浓厚绵长
且产量稀 少。
由这种矜贵的可可豆所产的
Porcelana巧克力，每年仅售两万包，并标
注编号。Porcelana巧克力每100克售价约
为人民币240元，是目前世界上最贵的巧
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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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膜飞船”
你需要知道这些

#占地仅约2平方米，厚度约10微米

B
#材料必须是“防弹级别”的

一条回收太空垃圾的“飞毯”
随着航天业的发展，太空碎片越来越多，面对高速运动的太
空垃圾，躲避已经不再是最好的措施。

D

A

来说，这个结构约等于二维形态的航天

C
# 包括太阳能电池、微型处理器、燃料

器，还是显得有些脆弱。

C

对此，研发人员为膜飞船添置了许多

B

箱甚至推进器等部件都多个件，且分别
能独立运行

“候补设备”。膜飞船会借助超薄太阳能

D

电池和少量的燃料获得动力；太阳能电池

#一架膜飞船仅能捕获0.9千克重的物
体，但可以在单一火箭上搭载多个飞船

采取分离设计，使得一个电池的损坏不会
1957年，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

够包装、清理太空中的碎片。

轻易影响到这个飞船的运行，燃料箱也被

太空；1969年，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

这个名叫“膜飞船”（Brane Craft）的

出“人类的一大步”。近百年来，科学家

新型航天器由美国航天航空公司的首席

飞船上还搭载了很多备用微型处理

一直在探索如何向宇宙发射更多人造卫

研究员、高级科学家Siegfried Janson主持

器，覆盖在表面的电子外壳也有很多个，

星、探测器、航天飞机甚至整个空间站。

研发。

研究人员甚至还将存储在夹层中的推进

分隔成了多个。

而诸如SpaceX、Blue Origin在内的商业公

它占地仅 约 2平方米，厚度约10 微

器分设在两个独立的储存器里。为了防止

司也在积极开拓太空这一仍然充满无数

米，还不到人类头发直径的一半。从外观

出现微小陨石撞击或者短路，几乎所有部

未知的领域。

上看，膜飞船犹如一条具 有弹性的“飞

件都做了独立设 计。

好的应对措施。
去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在飞行器表面并脱离原本的飞行轨道，

第一个阶段里，NIAC对一个创新性概念

而且将与ELSA 1机体一同燃烧殆尽。

完成初步的定义和分析，并提供10万美元

（JAXA）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了一个名为

为此，这家公司需要首先发射一颗体

资助获奖者完善设计，探索实施新技术

由于航天器本身的燃料存储空间有

“白鹤号－6”的无人太空船。它不仅能够

积相对小的卫星，这颗卫星携带的面板能

的办法。而第二阶段奖金增加到50万美

限，一架膜飞船仅能捕获0.9千克重的物

运送货物，还承栽着清理太空垃圾的任

够感受到太空环境中的垃圾碎片及其撞击

元，研究期限为两年。

将太空垃圾包裹在内，降低飞行高

体。所以这款飞船在投入使用后会频繁

务：用一条2300英尺（约合700米）长的电

情况。它非常敏感，甚至能够检测到小于

目前，航天航空公司已经顺利通过了

度，进入大气层烧毁，一艘膜飞船就完成

发射，且可能实现在单一火箭上搭载多个

磁系绳将太空中的那些垃圾拖出轨道。

一毫米的碎片撞击。利用这些数据，公司

第一阶段，进入项目研发的“二期工程”。

虽然这些太空垃圾听起来离我们很

了它的使命。根据Janson的介绍，膜飞船

航天器，从而加大垃圾捕获量，同时也可

一些创业公司也开始参与进太空垃圾的

可以绘制出各种太空环境下的碎片密度情

作为项目负责人，Janson称：
“第二阶段的

远，但实际上，当你的导航失效或者乘坐

可以登陆任何近地小行星、主带小行星，

缩减成本，实现商业化。

生意中，并带来了更多的点子。总部位于

况图。

工作将重在分析和记录膜飞船用于清除

的飞机无法精确定位而只能于天空盘旋

或是火星、金星的轨道，在完成任务后返

NASA轨道碎片研究方面的首席科学

新加坡的Astroscale就是一家专门从事太

“如果你去参加任何一个太空相关

轨道碎片的优势和局限性，进一步测试

时，这些糟糕体验的罪魁祸首，很可能就

回。并且，它还可以在无需推进器的情况

家Nicholas Johnson表示，
“太空任务最大

空垃圾清理的公司，创始人岡田光信提出

的会议，就会发现，所有议程都是分成三

任务操作流程，并尝试通过实验室模拟

源于一块撞上卫星的太空垃圾碎片—

下多次往返月球和地球。

的风险来源于不可追踪的碎片。”这些太

了一个计划：2018年发射首个太空垃圾收

个分会—技术、融资、规则。我想做的，

环境。”如果两年后NASA对膜飞船的新

不过，它也存在一定局限。太空中的

空垃圾以每小时约2.7万公里的速度高速

集器卫星“ELAS 1”，在这颗卫星上将会

就是提出一个方案，为它设立明确的融

进展感到满意，那么这个二维航天器可能

辐射是膜飞船面临的一大挑战。由于商业

运动着，给航天器的运行以及宇航员的生

装载传感器和机动推进器设备，跟踪太

资阶段，然后展现出风险，帮助确立 规

将在几年后投入运行。

电子器件的辐射容忍度较低，一般难以

命安全造成了极大隐患。

空垃圾碎片并实行拦截。

则。”岡田光信说，截至目前，Astroscale

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个负面结果是：
人类截至目前似乎还不擅长让这些航天
器回到地球，而是任其在太空中飘荡，变
成太空垃圾。

高速运动的垃圾足以给工作中的卫星带
来致命伤。
但如何清理这些航天器遗留下来的
太空垃圾，至今仍是 个难题。总部位于

毯”。
“这样的设计让它拥有轻巧、灵活
机动、省油的优势。”Janson说。

承受太空的恶劣条件。

然而，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太空碎

拦截 太 空垃 圾 所用的黏 合剂是

已经筹得了大约4300万美元资金。

对于这些太空“清道夫”来说，坏消
息是，全球范围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法律效

美国洛杉矶的非盈利机构航天航空公司

另外，因为膜飞船的厚度基本可以忽

片越来越多，通过追踪航天器、修改运行

Astroscale与日本一家化学公司合作研发

作为13 个NA S A创 新 先 进 概 念

力的惩罚条款去约束太空垃圾的产生。

（Aerospace Corporation）提出了一种解决

略不计，它的材质必须是“防弹级别”的。

轨道、增强材料本身的自我防护能力等传

的，将会涂满于ELSA 1表面，一旦触碰到

（N I AC）之一，膜 飞 船 也 已 经 获 得了

但好消息是，至少那些卫星拥有者们还

方案，它正在开发一款超薄太空飞船，能

尽管如此，对太空中常常遇到的巨大冲击

统手段来躲避太空垃圾，已经不再是最

太空垃圾碎片，这些黏合剂就会将垃圾粘

NASA的两轮“投资”，共计60万美元。在

愿意付费保护他们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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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加快构建
多样化的
金融服务场景

工行为500万
商户构建

工行蝉联全球最有价值银行品牌

安全支付生态圈

为满足客户在互联网时代对金融服务场景化

在金融支付领域，工行着力优化“工银e支付”

的需求，中国工商银行加快推进智慧银行战略，通

全功能支付平台。目前，
“工银e支付”已实现大小

过“自建+共建”双轮驱动模式打造贯通金融与其

额支付全适用、本他行客户全覆盖、支付场景多样

他领域的便民服务场景，有效提升了客户的服务体

化、风险监控实时化，推出了与银联二维码互扫互

验。截至2017年12月末，工行已建立核心金融服务

通、微信及支付宝聚合收单等服务。在网络融资领

场景240余个，涵盖生活、消费、出行、理财投资、

域，工行加快整合优化互联网化融资产品。在理

公共服务等百姓生活的主要领域。

财投资领域，工行着力打造智能化的财富管理服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信息科技在

务。去年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量化投资模

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和深入应用，社会服务之间的

型，推出了智能投顾产品“AI投”，面向客户综合提

场景贯通、服务融合越来越普遍，这也为消费者

供基金投资组合推荐、动态调仓等服务。在公共服

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为此，工行发

务领域，工行着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场景。值得

挥金融专业和信息科技优势，积极构建贯通各领

一提的是，工行在浙江独家推出了手机银行自助

域的金融服务场景，实现金融赋能，提升智慧服务

提取公积金服务，目前已在绍兴地区开通，后续将

水 平。

推向全省。

近年来工行积极适应客户对跨场景、便捷化

化了商户端的日常操作环节。同时，工行的收单支

支付服务的需求，加大创新力度提升商户收单支付

付服务具有银行级安全保障，在支付过程中采用

服务水平，快速构建起连接商户与个人客户的安全

国际先进技术对支付个人卡号进行变异处理，隐

支付生态圈。据统计，工行已为超过500万商户提

藏真实卡号信息，确保客户交易安全和信息安全。

近日，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发布

持；坚持“尊重包容、平等互信、共赢共享”的营商

供覆盖线下、线上、O2O全场景的安全收单支付服

目前，该服务已被广泛应用于零售、交通、政府机

了2018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榜单，中国工

原则，努力在国际金融市场树立中资银行的正面形

务，年交易额突破12万亿元。

构、教育、医院等线上线下支付场景，加速了实体

商银行以591.89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蝉联榜首。

象。与此同时，工商银行还着力加强境外机构企业

随着支付手段和消费场景日新月异，人们的

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文化传播，从文化交流层面不

消费支付习惯也日益多元化。为最大程度地便利

断丰富中资银行品牌内涵。

商户与客户两端的应用，工行在已有的开放式收单

此外，工行积极发挥大数据分析领域的优势，

《银行家》杂志指出，坚持稳健发展、注重创
新以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工商银行持续保持强

经济的“血液循环”，真正体现了工行的惠民之举
和民生情怀。

有力品牌价值的主要原因。2017年，工商银行坚持

据了解，
“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榜单是

支付平台上增添并完善了聚合功能，能同时受理微

截至目前已为1.5万户中小商户提供了229亿元纯信

支持实体经济，在普惠金融领域展现了大行担当；

《银行家》杂志联合英国品牌价值研究机构Brand

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并支持各家银行App等

用贷款支持，促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牵头筹建中东欧金融公司和推动银行间常态化合

Finance共同推出的一项年度品牌评比活动，每年2

银联标准二维码，不仅方便个人客户根据自身偏好

问题。工行还投入专项营销费用，与商户联合开展

作机制落地，为“一带一路”提供全方位金融支

月份向全球发布，已连续开展12年。

选择支付方式，而且统一了商户对账出口，大大简

系列促销活动，将实惠让渡给商户及个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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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深圳中心举办“工银私享-意大利之夜”
私人银行客户年终答谢会
近日，由深圳中心携手意大利中国友好关系

北京

协会（Italy- China Link）举办的“工银私享意大利
之夜”在私银中心隆重举行。

北京中心成功举办“茶友荟”
第一期客户活动

活动中，唯一一位七次荣获世界服装裁剪协
会最高荣誉“金剪刀”大奖的意大利国宝级裁缝

近日，北京私人银行中心成功举办了“茶友

大师佛朗哥·普帕托（Franco Puppato）先生现场

荟”第一期客户活动。

分享了他不平凡的从业历程和高级定制的奥秘，

翻开五千年厚重的中国史，每一页都飘着茶

并带来自己的御用男模—意大利顶级名模马西

山东

香，本次活动特邀以“茶痴”成名的文物收藏家，

莫·格拉迪尼（Massimo Gradini），进行了精彩的

爱茶人与大家分享茶文化，并在浓浓的茶香中由

服装走秀展示；与世界顶级奢侈品跑车品牌布加

山东潍坊分行举办新旧动能转换专题讲座
3月1日，山东潍坊分行邀请著名经济学家李稻
葵教授举办新旧动能转换专题讲座，包括500多位
私人银行、公司等客户在内的以及潍坊市委、市政
府参加了讲座。
这次讲座是工商银行为私人银行客户组织的
一次非常重要的非金融活动，目的是邀请著名经
济学家李稻葵教授帮助工银私人银行客户解读宏
观经济形势，助力企业经营和个人财富增长。潍坊
市委将其提升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暨宏观经济

著名易学家与大家品茶论道，以易经推演的方式

迪（Bugatti）独家冠名合作的“布加迪-梅内戈立”
（Bugatti-Menegolli）酒庄第二代庄主达瑞欧·梅内

与在家共同探讨2018年的投资热点及经济走势，

安徽

戈立(Dario Menegolli)也亲临现场，引领来宾品鉴

下分享，得到了客户认可。本次活动取得了良好的

意大利葡萄酒的独特魅力；还有新近获奖的吉利

安徽中心成功举办“十载同行·徽风墨韵”

欧意大利餐厅主厨Giussepe Nobile和Salvo Bulla，

新年书画鉴赏活动

带来原汁原味的本土餐饮精髓；加上华丽的意大
利美声演唱和器乐演奏，形成了一场全方位代表意
大利顶级水准的文化盛宴，为在场的每一位来宾
带来了愉悦的享受，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

效果，活动结束后，客户对“私银茶友荟”这一平
台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到场客户纷纷主动加入“茶

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提升工银私人银

友荟”微信群，一个新的VIP社群雏形就此初具规

行在安徽地区的品牌影响力，近日，安徽分行私人

模，
“茶友荟”的成员们将拥有一个全新的交流茶

银行中心举办“十载同行·徽风墨韵”书画鉴赏活

文化，分享生活美的平台。

动，全省近30名超高净值客户以及潜在超高净值
客户参加活动。

形势分析和新旧动能转换专题讲座，无论对工银

活动现场，私银中心财富顾问及省内书法名

私人银行客户，还是对工商银行及潍坊市的经济发

家先后就我行私银产品及服务、书法艺术鉴赏进

展，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行了详细介绍。随后，特邀的5位书法名家现场笔

本次讲座中，李稻葵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从

会，挥毫泼墨进行了艺术创作，并为参加活动的客

新时代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办的角度，对增速放

户赠送了相关字画作品。本次活动既丰富了客户传

缓、质量上升、动力转换、结构调整、改革攻坚、风

统国学领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底蕴，也满足了客户

险上升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参会人员对

现场观摩书画名家笔墨横姿的心愿，同时还为客

这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客户对工行提供这样的

户搭建了艺术沟通平台。活动结束，客户对书画名

“稀缺资源”给予了高度赞扬。

家艺术创作能力和我行私银服务一致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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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安排了有兴趣的客户一对一与易学大师进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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