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投诉公司账户被转为久悬户案

案情简介
2017年6月，田先生在A银

行办理了公司账户开户，2019
年7月转账发现其账户无法使
用。经咨询客服得知，其公司账
户因一年未进行交易被设为久
悬户。田先生表示开户时银行
工作人员未提醒有此规定，认
为银行未尽到告知义务，遂投
诉要求银行进行补偿。
处理过程

经核实，田先生公司账户

转为久悬账户的时间为2018年
9月，A银行客户经理已于2018
年6月提醒田先生无交易即将
转为久悬账户，但田先生账户
始终没有交易。根据人民银行
及A银行相关制度规定:“对于
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结息除
外)，且未欠开户行债务的本外
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自动转为
拟久悬户，开户行应通知单位办
理销户手续，自发出通知起30日
内未办理销户手续的，自动转为
久悬户。账户转久悬后，存款人
若需要继续使用该账户，可向开
户行申请将账户转为正常户。久
悬户转正常应视同重新开户办
理”。并且，A银行在为田先生办
理公司开户时，已要求田先生阅
读并签署《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
议》，协议中明确注明此款式说

明。之后营业主管、公司柜员及
部门经理多人多次上门拜访，并
向田先生解释相关的制度规定，
经过沟通协商，最终田先生表
示理解。
法律分析

1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银行
对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且未欠
开户银行债务的单位银行结算
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之
日起30日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
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
久悬未取专户管理。”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十五
条：“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
务进行信息披露时，应当使用有
利于金融消费者接收、理解的方
式。对涉及利率、费用、收益及风

险等于金融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
的重要信息，应当根据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复杂程度及风险等级，
对其中关键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
说明，并以适当方式供金融消费
者确认其已接收完整信息。”

本案例中，A银行虽严格
执行业务规定，在开户时也要
求客户签署了《结算账户综合
服务协议》，但对于其中条款未
进行具体的解释说明，金融消
费者对于其中的专业术语难以
真正理解其含义。银行从金融
消费者者的角度，应进一步做
好客户告知提醒，充分保障消
费者知情权。在该公司账户转
为久悬户之前，A银行已向田
先生进行电话提醒，田先生在
回访录音中确认知晓，在账户
转为久悬户后否认知情，通过

投诉方式索要补偿。银行认真
做好投诉处理，积极沟通化解，
最终达成客户满意。
案例启示

1 .在金融消费者办理业务
时，银行工作人员应提醒消费
者认真阅读相关条款，并就要
点内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
明，确保消费者充分知晓其权
利义务，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切实落实到产品服务售前、
售中和售后的全过程。

2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
金融消费者教育，积极组织或
参与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
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教
育，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
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金
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为充分发挥学校在毒品
预防教育活动中重要的作
用，使广大学生认清毒品的
危害，进一步增强防毒、拒毒
意识，自觉抵制毒品侵袭的
能力，打造平安校园，近日，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开展了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主题
教育活动。

活动以班为单位进行。学

校下发了《禁毒教育教材》，班
主任也向同学们介绍了新型
毒品的种类、危害及预防知
识，教育同学们珍惜生命，远
离毒品。并将禁毒教育内容同
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加深小学
生对毒品危害性的认识，让小
学生增强远离毒品、拒绝毒品
的意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

通过本次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使学生
深刻地认识到了远离毒品的
重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大家对毒品的防范意识，为
构建校平安园夯实了基础，真
正地做到了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
冯媛)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搭戏台办村晚、民俗画上
村屋、成立道德评议会……这
两年，文化气息正一点点渗
入。莘县樱桃园镇的各个村的
大街小巷，一点点扮靓当地的
新生活。樱桃园镇的变化是莘
县多个扶贫文化村的真实写
照。

既要“富口袋”，又要“富

脑袋”。在实施贫困村精准脱
贫工作中，该镇突出文化扶
贫，根据个别贫困村的文化建
设现状，制定文化扶贫规划，
一村一策，精准发力，大力发
展贫困文化事业，以生动活泼
的活动打造文化乡村。该镇在
58个行政村开展了“八个一”
文化扶贫活动，即：配备一名

义务宣传员、成立一个道德评
议会、组建一支扶贫志愿服务
队、制定一部村规民约、总结
一组家风家训、建设一个文化
活动小广场或小舞台、制作一
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
墙、发布一期好人榜，弘扬道
德风尚。

(黄慧)

莘县樱桃园镇文化扶贫扮靓农村新生活

2019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
工作已启动，为确保此次动态
管理工作扎实、精准，近日，莘
县莘亭街道扶贫办组织各村
扶贫专干召开扶贫对象动态
管理工作业务培训会，扶贫分
管负责人、扶贫办工作全体成
员，各村扶贫专干参加培训
会。

会议传达学习县扶贫办
《关于做好2 0 1 9年度扶贫对
象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文

件精神，并就对此次动态管
理工作中的扶贫对象动态调
整和标注、扶贫对象信息采
集和更新的录入、边缘户摸
底监测、脱贫监测户的摸底
和标注、建档立卡数据核实
核准等工作做了重点介绍。
今年拟脱贫户的脱贫程序务
必严格按照要求，把脱贫质
量放在首位，严格脱贫标准，
杜绝虚假脱贫，公示上要注
意时间有调整，要取得包括

贫困户在内的群众的广泛认
可；扶贫对象信息采集和更
新的录入工作要真实有效，
不缺不漏，确保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同时要求扶贫干部要精
心组织，认真落实；细化工作
任务，明确任务到人；规范操
作程序，把握好时间节点，确
保工作取得成效，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王建民)

莘县莘亭街道启动扶贫对象动态管理

近日，为进一步落实上级
精准脱贫政策，加快脱贫再提
升步伐，徐庄镇围绕扶贫中心
工作，采取了多项措施助力脱
贫攻坚再提升。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指示，
徐庄镇统一下发了《精准扶
贫帮扶日志》，从贫困户姓
名、家庭人口数、致贫原因、
帮扶措施、走访日期、走访
人、单位、职务、走访内容等
方面对工作日志进行了规范

化培训填写，规定走访内容
讲究实事求是，帮扶日志的
下发方便了帮包干部在走村
入户时准确记录发现的问题
情况、贫困户在生产生活中
存在的困难、应该采取哪些
措施、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
等。徐庄镇还发放了扶贫挂
历，介绍了扶贫特惠保政策，
空白置填写帮扶之窗，主要
填写贫困户家庭基本情况、
收入情况、帮扶责任人信息、

村扶贫专干信息、帮扶措施
等项目，让贫困户了解其家
庭已经享受、应该享受的扶
贫政策。徐庄镇要求所有帮
包干部重点宣传扶贫特惠
保、健康扶贫等和贫困户息
息相关的扶贫政策，争取让
贫困户学懂、弄通、会用。在
走访中，要对照标准找问题，
并采取扶贫措施，帮助贫困户
实现脱贫攻坚再提升。

(李旭东)

莘县徐庄镇多举措助力脱贫攻坚再提升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莘县燕店镇多次组织领导
干部，通过入户走访、摸底核
查等方式，制定切实可行脱贫
实施方案，精准确定扶贫对
象，确保“对症下药”精准实
施。一是根据因人而异、致贫
原因等方面，制定“一管区一
方案、一组一计划”，做到因人
施策、对症下药、精准实施。二

是将贫困对象进行分类梳理，
指导村级组织和驻村工作组
分别制订和完善贫困村脱贫
工作规划和贫困户脱贫计划，
做到一户一策，增强贫困户创
业技能。三是解决突出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对贫困户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有序推进。落
实结对帮扶，确保每一个贫困
户有帮扶责任人。 (付勇)

莘县燕店镇扶贫“对症下药”

今年以来，莘县燕店镇扶
贫办联合燕店镇中心小学在
扶贫攻坚活动中，从小处着
手，在关心贫困群众生活的同
时，根据每个家庭不同情况制
定相应的帮扶措施，做到“精
准扶贫”。扶贫办和中心小学
全体工作人员全员上岗，第一
时间深入困难户家中进行走
访对接，带着亲情、热情、责任
与群众真心交朋友，真正把党
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
与发展优势，特困家庭的学生
推行“雨露计划”确保学生上
理想大学，确保扶贫攻坚战取
得实效。进一步完善、细化充

实每个贫困村的扶贫规划、脱
贫计划以及每个贫困户的帮
扶计划、帮扶措施，因地制宜、
因村制宜、分类指导，做到一
村一策一户一策，制定出符合
实际针对性强的规划，确保剩
余6户贫困户顺利完成脱贫任
务。

建立健全正面激励机制;
切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危房
改造、社会保障等方面政策落
实。把各种社会资源整合到精
准扶贫工作之中，一村一策一
户一策，力争不让一户贫困家
庭在致富路上不掉队。

(付勇 牛玉娜)

莘县燕店镇：精准扶贫“实打实”

为更好的发挥人大代表
职能作用，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果、脱贫成效，樱桃园镇各级
人大代表纷纷开展“一对一”
走访对接贫困户帮扶活动。

活动现场，人大代表们到
帮扶的贫困户家中进行了对
接，认真询问贫困户的近期生
活状况和，充分了解贫困户的
需求和实际困难，尤其是两不
愁三保障，贫困户危房改造，
改水，改厕等情况。同时，利用
与贫困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结合贫困户自身情况，讲解教
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
等各项扶贫政策，提升贫困户
脱贫的内生动力，重建脱贫致

富信心。及时收集群众对脱贫
攻坚工作的意见和诉求，汇总
整理后形成报告，报镇党委、
政府研究解决。人大代表们积
极发挥职能，助力脱贫攻坚
战。县人大代表、刘楼村支部
书记刘胜忠，结合村情实际，
大力发展草莓种植、育苗产
业，带动全村群众发展了特色
种植产业，为本村贫困户带来
了增收项目。担任党政干部的
人大代表，通过坐班接访、群
众来信来访、入户走访、督促
检查等途径，发现、听取、收
集、解决、回访持续跟进解决
好分管工作的惠民服务项目。

(黄慧)

莘县樱桃园人大代表开展扶贫活动

莘县樱桃园镇扶贫手册推动扶贫
樱桃园镇扶贫手册推动

扶贫《扶贫手册》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身份凭证，是客观记
录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载体，莘
县樱桃园镇镇为打赢精准扶
贫攻坚战，坚持从细处着手。
针对全镇782贫困户的《扶贫
手册》进行集中收集、集中审

阅，专门对《扶贫手册》家庭情
况、家庭成员、帮扶责任人、帮
扶措施、帮扶成效等填写情况
进行了一一进行动态检查和
审阅。扶贫专职人员就如何规
范填写扶贫手册、记录好贫困
户脱贫致富过程进行详细讲
解。并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进行交办，责令各帮扶责任
人对照问题清单立即限期整
改，为下阶段推进该镇《扶贫
手册》的规范化管理、脱贫攻
坚各项政策的宣传落实、贫困
户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提升
群众满意度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黄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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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统
筹各类保障措施，建立以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
主体的综合保障体系，为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
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提供
兜底保障。率先建立了70周
岁以上老年人生活补贴制
度，70周岁以上开发区户籍

老人每人每月享受100元的
区养老金；80岁以上低保老
年人高龄津贴、困难失能老
年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等福利补贴政策落实到
位；开展“贫困户邻里互助护
理”，173名贫困户得到有效
护理，全区老年人的幸福指
数得到显著提升。

聊城开发区完善保障性扶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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