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0044
2019 . 11 . 8 星期五

深 度 决 定 高 度 新 闻 影 响 生 活

编辑：王会广

组版：皇甫海丽

主 办 ： 菏 泽 市 金 融 消 费 权 益 保 护 协 会 咨询投诉电话：12363 5168315

人民银行菏泽市中
心支行积极采取多方联
动、搭建场景、拓宽渠道
等三个步骤，深入推动符
合银行业统一标准的二
维码、手机闪付、银行
APP等各类型移动支付
产品在辖区的应用。截至
今年3季度末，菏泽市共
受 理 银 联 移 动 支 付
679 . 44万笔，金额3 . 69亿
元，笔数和金额分别是
2018年年底的2 . 78倍和
1 . 6倍。

多方联动，确保协调
对接齐发力。一是助推交
银联动。携手中国银联山
东分公司、菏泽惠菏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

“云闪付”上线发布会，现
场推广、体验包含银联卡
闪付、银联手机闪付、银
联二维码支付的银联支
付产品在菏泽公交领域
的开通使用，实现了安全
便捷银联支付产品在公
交领域的全覆盖。二是推
动银银联动。组织召开菏
泽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
设暨云闪付“助你行”再
推进培训会，中国银联山
东分公司和市级金融机
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
网点具体管理人员约200
余人，集中学习了移动支
付场景建设、案例合作的
方法和重点，分析研究移
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全力推进菏
泽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
设。

搭建场景，筑牢移
动支付基础。一是聚焦
公共交通。协调中国银
联山东分公司、菏泽惠
菏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携手快速搭建公交领
域支付场景，实现辖区
2800多辆公交车实现闪
付功能，并上线了一分
钱乘车优惠活动，惠及
菏泽百姓。建设银行在
多条国道、省道收费站
建设移动支付场景，实
现扫码支付；二是聚焦
连锁商超。推动建成菏

泽万达、银座商城、郓城
大福源、单县环亚、巨野
佳和等连锁商超移动支
付商圈。同时联合中国
银联山东分公司在单县
大福源、佳和购物、大福
源、菏泽三信、东明跑得
快、真得利等开展了云
闪付62满减营销活动及
随机立减活动，极大的
提高了菏泽群众对移动
支付的获得感和体验
感；三是聚焦生活缴费。
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支持
有线电视、移动通讯、各
类学费、培训费、物业
费、党费、取暖费等便民
项目实现移动支付缴
纳；四是聚焦小微商户。
引导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与中国银联山东分公司
合作，9月份起率先在辖
区郓城、曹县、定陶、鄄
城等移动支付示范县打
造惠农站建设，实现消
费者支付的资金直接结
算到商户绑定的银行账
户中。截至目前已建成
惠农站200余个，预计10
月底建成惠农站1000余
个。

拓宽渠道，满足客户
支付需求。一是拓宽二维
码叠加支付功能。引导银
行机构推动符合银行业
统一标准的二维码移动
支付产品。如浦发银行通
过收银宝手机一码付向
商户提供叠加银联二维
码、云闪付受理功能。二
是拓宽“云闪付”覆盖领
域。菏泽市中支积极参与
移动支付建设，联合中国
银联山东分公司率先实
现党员利用“云闪付”完
成党费缴纳，极大的便捷
了党员个人和党费收缴
部门。三是拓宽银行卡快
捷支付渠道。引导小型银
行机构通过银行卡快捷
支付开通支付宝、微信、
百度、京东、美团、银联等
渠道，方便客户通过扫
码、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
支付。

(通讯员 黄金华)

人人行行菏菏泽泽市市中中支支““三三步步走走””

移移动动支支付付业业务务量量稳稳步步上上升升

进一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持续学、跟进学、联系实际
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日前，人行菏泽中支货
币金银科深入到定陶区陈集镇，开
展虚拟代币防范及人民币防伪知
识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正值陈集传统农贸
大集，宣传人员在活动现场的醒
目位置，设置宣传柜台、竖立宣传
展板并悬挂宣传条幅。宣传人员
身披绶带，向市民详细讲解了新

版人民币的防伪特征、识别鉴定
方法、手持假币如何处理等知识；
重点宣传了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
币(新版人民币)发行的意义、防
伪特征等内容，并就虚拟代币防
范向市民作了讲解；其他工作人
员通过与市民面对面讲解、互动、
交流，积极引导广大市民尽快掌
握新版人民币的相关政策及要
求，“接受新钞、不拒旧钞”，共同
维护新版人民币发行后正常的流
通秩序。
活 动期间，共向市民发放各

类宣传折页2000余份、赠送反假
小扇子1000余把，接受群众咨询
3000余人次。

此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宣传了
虚拟代币防范及人民币防伪知
识，使公众更好的了解新版人民
币、接受新版人民币、识别新版人
民币，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爱
护人民币意识和人民币反假意
识，有利的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财
产安全，为新版人民币在辖区顺
利流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人行菏泽中支货币金银科供稿)

人人行行菏菏泽泽中中支支送送新新版版人人民民币币知知识识下下乡乡

近年来，国家大力助推小微企
业发展，发展普惠金融的号角已经
在中国经济市场上吹响。工行菏泽
分行积极响应省分行发展普惠金
融政策，与山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合作，创新推出了具有区域
特色的“山东菏泽农产品物流中心
特色经营快贷”。目前，已成功投放
支行首笔特色方案项下经营快贷4
笔，金额共计85万元。

菏泽牡丹区政府招商引资的
山东菏泽农产品物流中心，是菏
泽唯一一家综合农商品物流中
心。“山东菏泽农产品物流中心特

色经营快贷产品”是该行通过与
山东菏泽农产品物流中心建立信
息交互渠道，依据其提供的市场
内商户货物入场数据，结合商户
经营业态、经营期限等信息，建立
筛选模型，在山东省农业发展信
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并由市场管理方提供反担保作
为辅助担保手段的情况下，向山
东菏泽农产品物流中心入驻商户
提供的线上化融资业务。

客户只需登录手机银行，即
可实现客户从网上申请到资金入
账，全流程只需几分钟，利率最高

不超年息4 . 8%。该方案的创新研
发和成功落地，有效解决了市场
内商户短、频、小的融资需求，也
较好的解决了涉农商户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下一步，该行将充分利用区
域优势，持续推进经营快贷、e抵
快贷、特色方案，在把控实质风险
的前提下，深度探索实践“互联网
+大数据”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
用，进一步发挥好创新研发为业
务赋能的重要作用，将普惠业务
发展作为一项持续化、常态化的
工作序时推进。 (通讯员 张宁)

工行菏泽分行

服服务务““三三农农””再再添添新新利利器器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菏泽市
中心支行坚持以“畅通、干净、放
心、便利”为重点，积极组织银行
业金融机构大力开展以新票下
乡、零票下乡、人民币知识下乡、
反假货币宣传下乡为主要内容的
现金服务“四下乡”活动，取得良
好成效，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农
村地区现金流通环境明显提升。

新票下乡
让农民用上“崭新钱”

该行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
机构营业网点在原封新券总量和
券别结构等需求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和优先保障。春节至元旦期间，
专门为涉农金融机构投放原封新
券100元券16亿元，50元券8000万
元，20元券5000万元，10元以下新
票2000万元。同时组织“杜玉静残
币兑换回收志愿服务队”，利用业
余时间走乡串户，义务为群众提
供残损币、零币兑换服务。

一是开展兑残反假专业培
训，组织制作兑残微课件，让每位
志愿者都能熟练掌握识别假币的
技巧和兑残标准；二是建立健全
制度，组织制订志愿服务活动实
施方案、志愿服务章程，各小组成
员自愿筹集初始兑换金额，定期
统一由发行人员清点、规整、循环
兑换；三是建立志愿服务日志表，
明确小组划区自由行动和与农村
重点用零行业及大户定点联系回
收模式，并按月通报兑残数量。

今年以来，累计为农民群众兑
换残损人民币6 .2余万元，零币2万
元，参与志愿者达90余人次。

零票下乡
让农民用上“满意钱”

农村地区由于其特殊性，对
20元以下的零币需求远远高于城
市。为此，中心支行加强监督管
理，要求各涉农金融机构严格执
行商业银行业务库管理办法规
定，单个网点必须达到最低储备
量，即1角硬币达到500元；5角硬
币达到2000元；1元硬币达到1万
元；5元纸币达到3万元；10元纸币
达到5万元；20元纸币达到6万元。

同时，在农村地区增加布放
纸硬币兑换一体机等新型现金机
具，统一制作“硬币循环利用方便
万千百姓”、“激活硬币沉淀存量

实现硬币价值回归”标语进行
宣传，搭建银行+重点回笼大户
横向调剂平台，开展硬币自循环
活动，将老百姓手中沉淀的硬币，
流向需求量大的当地超市等，畅
通了硬币流通渠道。

人民币知识下乡
让农民用上了“明白钱”

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人民币知识宣传活动，营
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先后组织了人民币知识宣传
“赶大集”、“进超市”、“上公交”活
动12次，依托助农取款点、邮政代
办点开展日常宣传20余次，散发
宣传材料近5万份。

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现金
服务微信群”等平台推送爱护人
民币、第五套人民币真伪鉴别知
识、残损人民币兑换标准等知识，
注重宣传内容时时更新，国家新
出台的现金政策，第一时间传递
到农村地区。

反假币宣传下乡
让农民用上“放心钱”

该行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强化
农村地区反假货币宣传，线下线上
宣传并重。线下宣传以涉农机构柜
面日常宣传为主，在营业网点电子
屏上持续滚动播出反假货币宣传
口号，电视常年播放反假视频，反
假宣传材料常年不断档。建立完善
农村反假货币宣传站，培训宣传站
义务宣传员，不断加大农村地区反
假货币宣传工作力度。线上宣传成
为新的行之有效的新方式，通过反
假货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

“反假小超人”知识问答活动，受益
人群覆盖全市1000多个行政村，受
益群众达10余万人。

据悉，开展现金服务“四下乡”
活动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一是农村地区现金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明显加强。今年，全市涉农
金融机构22个营业网点全部升级
为小面额和不宜流通人民币兑换
主办网点，全部开通现金服务绿色
通道，与去年相比，今全市涉家金
融机构增加新型纸硬币兑换机4
台、智慧柜员机28台，现金服务硬
件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二是农村
地区现金流通环境进一步净化。群
众找零难、残币兑换难等问题得到
切实解决，乡镇临街商铺、重点企
业单位的小面额票币供应得到针
对性增加，客户到金融机构换零兑
残基本实现随到随换，农民群众识
假、反假、防假技能得到进一步提
高。三是农民对银行现金服务满意
度进一步提高。据对辖区东明集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金服务辐射
周边群众5 .6万人，5至9月份，现金
服务零违纪、零曝光、零投诉，群众
满意度达100%。

(人行菏泽中心支行货币金
银科供稿)

现现金金服服务务““四四下下乡乡””
打打造造农农村村现现金金流流通通新新生生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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