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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您想知道的那些事
自今年5月初，记者走访商

业银行看到，聊城市多家银行业
金融机构正在线上线下积极开
展存款保险知识宣传。为此，记
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
中心支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王
武声，就存款保险政策和部分市
民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读。

记者：今年是《存款保险条
例》颁布实施五周年，请您就我
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大家解读
一下？

王武声：我国《存款保险条
例》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开始
施行已经五年了。存款保险制度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存款人
利益的重要措施，是金融安全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存款保险
又称存款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
法的形式，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
基金，明确当个别金融机构经营
出现问题时，依照规定对存款人
进行及时偿付，保障存款人权
益。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一是有
利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权益，
维护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我国银
行体系的信心，推动形成市场化

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建
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二
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
国金融安全网，使风险早发现和
少发生，增强我国金融业抵御和
处置风险的能力；三是有利于强
化市场纪律约束，创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为加快发展民营银
行和中小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金融支持保驾护航。

记者：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
都有哪些？

王武声：根据《存款保险条
例》，存款保险覆盖所有吸收存
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统称投保
机构)，包括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商
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
用合作社等。从存款保险覆盖的
范围来看，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
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但是，
金融机构同业存款、投保机构的
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投保机构的
存款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
构规定不予保险的其他存款除
外。

记者：《存款保险条例》实施
以来，大家都比较关注偿付限额
50万元，您给解读一下？

王武声：根据《存款保险条
例》，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
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就
是说，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
机构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
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的资金
数额在最高偿付限额以内的，实
行全额偿付；超出最高偿付限额
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
产中受偿。

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充
分保障存款人权益，这也是建立
这项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确
定存款保险的最高偿付限额，既
要充分保护存款人利益，又要有
效防范道德风险。

条例规定的50万元的最高
偿付限额，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
有关方面根据我国的存款规模、
结构等因素，并考虑我国居民储
蓄意愿较强、储蓄存款承担一定
社会保障功能的实际情况，经反
复测算后提出的。这一数字约为
2013年我国人均GDP的12倍，高
于世界多数国家的保障水平，能
够为99 . 6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
保护。

当然，这个限额并不是固定

不变的，人民银行总行和有关机
构将根据经济发展、存款结构变
化、金融风险状况等因素，经国
务院批准后适时调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实行限
额偿付，并不意味着限额以上存
款就没有安全保障了。按照条例
的规定，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
向存款人偿付被保险存款，也可
以用于支持其他投保机构对有
问题的投保机构进行收购或者
风险处置。从已建立存款保险制
度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多数
情况下是先使用存款保险基金
支持其他合格的投保机构对出
现问题的投保机构进行“接盘”，
收购或者承接其业务、资产、负
债，使存款人的存款转移到其他
合格的投保机构，继续得到全面
保障。确实无法由其他投保机构
收购、承接的，才按照最高偿付
限额直接偿付被保险存款。

此外，超过最高偿付限额的
存款，还可以依法从投保机构清
算财产中受偿。

记者：还有一个许多人关注
的问题，就是谁需要交纳保费？

王武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

以来，这个问题是问的最多的，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这
里，还是明确的告诉大家“存款
人不需要交纳保费”。存款保险
作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金融机构按
规定交纳的保费。收取保费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
的市场约束，促使银行审慎经营
和健康发展。

记者：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和
安全方面怎么保障？

王武声：根据国务院批复，
存款保险基金由中国人民银行
设立专门账户，分账管理，单独
核算，管理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
承担。为保障存款保险基金的安
全，《存款保险条例》规定，存款保
险基金的运用遵循安全、流动、保
值增值的原则，限于存放中国人
民银行，投资政府债券、中央银行
票据、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债券
及其他高等级债券，以及国务院
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施行《存款保险条例》，充分
保障存款人利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旭奎 通讯员 赵灿

“这几天，俺住的屋里吊顶
了，电线也整顺溜了，敞亮整
洁，俺这心里也跟着高兴。”5月
7日，高唐县赵寨子镇前西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赵西忠指着天花
板笑着说。这是赵寨子镇推进
贫困户“双提升”工作取得的真
实缩影。

换玻璃、修房顶、墙涂白、
吊屋顶、理电线……为推进赵
寨子镇6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双提升，
赵寨子镇扶贫办组织各村实行

“一户一策”措施，坚持党建引
领，镇财政支持，彻底整改贫困
户人居环境老旧问题，使得贫

困户家里换新貌、展新颜。
赵寨子镇党委副书记华书

娟说，自“一户一策”双提升活
动开展以来，该镇已修缮、改造
房屋85户，修葺屋顶、吊顶、更
换玻璃105户，清洁庭院、室内
电路排查510户，预计总费用28
万9千元。 (娄晓)

高唐赵寨子镇：“一户一策”双提升 贫困户家中展新颜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
本之策，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的核心要义，阳谷县以产业发
展为切入点，通过鼓励企业投
资入村，建设“就业工场”和“规
模农场”，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相互促进。一
是强化支部引领。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
用，依托村庄特色产业，以合作
社为载体，形成“支部+X+贫困
户”发展新模式。二是强化辐射
带动。积极发挥项目辐射带动
作用，吸纳更多产业模式入驻，
让群众通过参与项目运营实现
增收，切实带动群众就业，进一

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三是强化品牌提升。阳谷

县立足汽车坐垫优势产业，打
造“企业+贫困户”的订单式扶
贫机制，通过订单式备岗，订单
式培训，订单式定岗，订单式增
设加工点，吸纳贫困户从事坐
垫编织、运输和销售。(王一鸣)

阳谷县：产业扶贫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阳谷县阿城镇通过“强化组
织领导、实行阳光操作、加强工
程质量监管”等举措，进一步完
善工作机制，真正解决农村困难
家庭和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
任。成立由镇主要领导为组长的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协调全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
施阳光操作，严把危房改造审核
关。严格执行“户申请、村评议、
镇审核、县审批”程序，将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房改造放在最优先

位置，精准确定危房改造对象，
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低保贫困户
危房改造档案，实行“一户一档”
管理。跟踪危改工程进度，加强
工程质量监管，确保把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建设成民生工程、放心
工程。 (王晨光)

阳谷县阿城镇：做好危房改造 关爱困难群众

“先用小刀处理山药表皮，再
掰成块状进行晾晒，一周左右就可
以种了。”高唐县赵寨子镇北街村
党支部书记张宪贵说，今年麻山药
收成后，除了对外销售，还会对麻
山药进行深加工，提升山药的附加
值。

北街村是赵寨子镇远近闻名
的麻山药种植专业村，2018年在张
宪贵的带领下，以股份制运营的模

式种植麻山药，保证贫困户可以保
本增值。“跟着书记干，俺们很放
心。”北街村贫困群众徐玉华说。

前期，张宪贵在山药种植中为
老百姓蹚出了一条致富路。现在，
他着力发展山药深加工，下好产业
发展先行棋，为村民脱贫致富探索
出一条新路径，也为北街村的麻山
药种植产业注入了更多的发展活
力。

高唐赵寨子镇：麻山药“安家”记

阳谷县闫楼镇采取“四个强
化”，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
树立良好家风，促进贫困户子女自
觉履行赡养老人义务，在全镇营造
孝亲敬老浓厚社会氛围。

强化赡养责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有
关法律要求，要求贫困户子女要履
行赡养老人义务，强化道德引领。各
村通过道德大讲堂、孝德评议会经

常对贫困户子女进行孝道文化宣传
和感化教育，督促其与父母签订赡
养协议，监督其经常给付父母赡养
费，并接受群众监督。强化法制扶
贫。依法督导有赡养能力的贫困户
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强化表彰推进，
对评选出的好媳妇等“寒门孝亲敬
老户”由镇政府集中进行授牌、表彰
奖励，并由所在村敲锣打鼓把授牌，
奖金送到获奖户家中。 (布占晓)

阳谷县闫楼镇“四个强化”推进孝德扶贫

“我能成为‘脱贫明星’，一是镇
里的好政策，给俺安排了公益岗，家
庭收入有了稳定保障；二是自己勤劳
致富，养殖食用菌，收入持续增高。”5
月8日，高唐县固河镇大胡集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讲台上，郭登仁讲述着
自己的致富秘诀和脱贫感悟。

今年68岁的郭登仁，儿子先天
智力残疾，为给儿子治病，弄得家
庭一贫如洗。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郭登仁竞聘为村里的保洁员，
利用扶持资金发展食用菌项目，外
加8亩地的租金及在村内蔬菜基地
务工，家庭收入大幅提升。2017年年
底，郭登仁光荣脱贫。

目前，固河镇已成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4个，累计开展培训36场，培训干
部群众2000余人次，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建成密切干群关系的桥梁、凝心聚
力的阵地、脱贫攻坚的课堂。(郭洪广)

高唐固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脱贫攻坚“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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