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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郓城县支行

扎实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为提高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

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积极贯彻
落实上级行围绕防范非法集资开
展宣传工作的要求，郓城县支行以
县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为契
机，以“公益宣传、服务于民、造福
社会”为主题，开展“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公益宣传活动。
为确保宣传活动取得效果，

在活动现场，该支行设置了咨询
点，精心制作了宣传展板、宣传折
页，向过往群众介绍非法集资的
主要特征、表现形式，普及个人征
信、银行卡安全、支付工具使用技

巧等基础金融知识，介绍常见非
法金融广告的表现形式和识别方
法，增强识别非法金融广告的能
力，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教育，引导
消费者自觉远离非法集资活动，
避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易，守住
自己的“钱袋子”。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任重
道远。人民银行郓城县支行将持续
做好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提示，积极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强法制
观念，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
稳定贡献力量。

(通讯员 王淋)

为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对存
款保险的认知度，充分发挥存
款保险“金融稳定器”作用，值
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五周年之
际，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
面向全辖金融机构印发《存款
保险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菏
银办发﹝2020﹞32号)，聚焦跟
踪督导、强化持续推进，创新打
造存保宣传“四个阵地”，使宣
传触角迅速向基层延伸，真正
实现“存保宣传全覆盖，知识传
播零距离”。

固定阵地“强势发力”。充
分发挥基层网点辐射作用，要
求 全 辖 商 业 银 行 所 有 网 点
LED屏不间断滚动播放宣传
标语，营业大厅循环播放宣传
小视频，摆放宣传展板及足量
宣传折页；设置“存款保险宣
传专区”，指定专人主动向客
户“面对面”宣讲；网点内张贴

公众号二维码，客户通过扫描
二维码即可学习存款保险相
关知识。

移动阵地“见缝插针”。人
民银行菏泽中支联合市区6家
金融机构进社区、进商场、进老
年大学、进牡丹园等开展集中
宣传6次；东明县支行把“免费
公共车”变成“移动宣传车”，在
城区16车次公交车张贴宣传海
报，累计发放宣传折页2000余
份；鄄城县支行“金融宣传服务
骑行队”，肩披条幅、走村串户，
做“义务宣传员”，累计宣传180
小时、行程800余公里，发放宣
传折页3000余张，把存保宣传
的声音传遍16个乡镇、98个行
政村。

生偏阵地“查缺补漏”。联
合扶贫办，以脱贫攻坚“大排
查、大走访”为契机深入贫困户
开展上门宣传；利用455名挂职

“金融村长”全覆盖巨野县624
个行政村、“村村通、政银通、银
商通”三位一体工程全覆盖曹
县58个行政村之优势，动员驻
村干部、扶贫干部参与宣传活
动，通过大喇叭、村村通广播、
宣传车等，开展无死角宣传。

网媒阵地“畅通无阻”。走
进电视台《民声快办》直播间开
展存款保险知识专题宣讲节
目，利用互联网、短信、美篇、易
企秀、抖音、微信平台等新媒体
制作宣传图片和动漫微视频35
篇，还通过云直播、抖音直播间
等扩大宣传覆盖面，组织人员
在微信群、朋友圈积极转发，打
造“指尖上”的宣传平台，视频
播放量达9000余次，浏览次数
达20000余次，相关宣传活动被
齐鲁晚报、牡丹晚报、大众网等
专题报道12次。
     (通讯员 成红燕)

人民银行菏泽中心支行创新“四个阵地”

花式存款保险宣传“入脑入心”

为庆祝中国人民银行经理
国库35周年，切实保障和维护
广大国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人民银行总分行统一安
排，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
将秉承为国为民服务理念，联
合辖内储蓄国债承销机构于
2020年6月-7月集中开展应兑
未兑储蓄国债到期提醒兑付工
作。

储蓄国债，又名“金边国
债”，具有信用等级高、安全性
好、收益稳定等优点。自1994年
储蓄国债(凭证式)首次发行以
来，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
中老年人的追捧。为最大程度
地唤醒沉睡国债，维护投资者
的利益，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
支行特向广大投资者发出以下
提醒：

1、应兑未兑储蓄国债包括

1994年至2017年发行的已到期
尚未兑付的储蓄国债(凭证式)
和因资金账户原因无法办理兑
付的储蓄国债(电子式)，请您
首先确认下自己手中是否有符
合上述条件的应兑未兑储蓄国
债。

2、如果你手中持有应兑未
兑储蓄国债(凭证式)，请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储蓄国债
(凭证式)收款凭证”，也可以由
代办人携带投资者和代办人有
效身份证件及“收款凭证”到原
购买银行办理兑付。

3、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储
蓄国债(电子式)，国债到期后
资金会自动转到您个人账户
中，如果出现个人资金账户注
销或信息有误等情况，请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补办手
续后再行兑付。

4、如有储蓄国债(凭证式)
遗失的情况，可自行到购买银
行办理挂失。如果您在兑付过
程中遇到问题，也请及时联系
购买网点。

5、疫情防护特殊时期，请
您在办理兑付业务时一定佩戴
口罩，做好自我防护。

(记者 董梦婕)

储蓄国债到期提醒兑付工作开始啦！

菏泽辖区承销机构储蓄国债(凭证式)挂失业务统计表

承销机构 挂失所需时间 挂失所需手续费 是否可以代办

中国工商银行 实时（凭证丢失）、7个工作日（凭证与密码均丢失） 10元/笔 否

中国农业银行 实时 10元/笔 是

中国银行 实时（10万元以下）、7个工作日（10万元及以上） 10元/笔 是

中国建设银行 实时 无 否

交通银行 实时 10元/笔 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实时（凭证丢失）、7个工作日（凭证与密码均丢失） 10元/笔 否

浦发银行 正式挂失7个工作日后补领凭证 无 是

恒丰银行 实时 5元/笔 是

菏泽辖区储蓄国债承销机构成员

机构名称 兑付咨询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 0530-5696011

中国农业银行 0530-5335795

中国银行 0530-7708178

中国建设银行 0530-5912565

交通银行 0530-587655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0530-5267020

恒丰银行 16653099656

浦发银行 0530-5869362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

为全面贯彻落实人民银行菏泽中
心支行和上级行普及金融知识宣传要
求，持续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公众金融
知识素养，兴业银行菏泽分行近期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普及金融知识集中宣
传活动。

活动发起后，该行除了采取“线上
+线下”的网点宣传、新媒体宣传等传
统形式外，还积极走进社区、走进企
业、走进公园街道，有效实现了宣传活
动的全覆盖。

加强网点宣传力度。该行利用营
业部LED屏幕和电视系统滚动播放宣
传主题的宣传口号及相关政策规定，
同时，通过在网点设置宣传站台、悬挂
横幅、张贴海报、摆放展架、发放折页、
布放易拉宝等方式，由大堂工作人员
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各类金融
知识的宣传讲解，营造浓厚的网点宣
传氛围。

扩大户外宣传幅度。为进一步提
升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度，该
行组织做好金融知识宣传进乡村、进
社区、进企业，面对面宣传存款保险、
反洗钱、防范非法集资、识别假币、珍
爱信用记录等金融知识。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步工作
中将继续注重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
金融知识宣传机制，不断扩大宣传活
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通讯员 田建龙)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鄄城支行在
各营业网点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活动，3个营业网点中宣传画，宣传折
页、手册等资料张贴摆放到位，LED
屏同时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知识
内容展示，大堂经理还持续在厅堂对
来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金袋子
知识宣传，营造浓厚的普及金融知识
的氛围。

6月15日上午9点，该行人员携带
桌椅，条幅，宣传招贴画、各类宣传资
料、彩色折页，参加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暨普及金融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
活动。按照上级行工作安排，活动中
分成两个小组，其中一组与古泉街道
办事处、县建行、县中行、县工商银行
一起，组成了联合了组队宣传队，另
一组在县汽车站与县公安局、县建行
联合。

现场各单位人员佩戴绶带，打起
条幅，向过往的行人散发此次活动的
宣传资料，并现场解答行人疑问。为
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该行在润百
家广场和县汽车站定点宣传结束后，
又走进两处宣传点附近的商铺，逐户
走访宣传，将此次印制的500份宣传
资料及自制的相关宣传折页全部发
放。

(通讯员 王明章)

农行鄄城支行

金融知识宣传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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