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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力量 刷脸安全付
人民银行菏泽市中支组织开展智能支付金融科技活动

为展示科技创新和科技
战役成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在金融领域应用，2020年金融
科技活周活动期间，人民银行
菏泽市中心支行围绕“科技战
役、创新强国”精心打造宣传
周主题宣传活动，于8月25日
组织辖区16家金融机构开展

“科技新力量 刷脸安全付”
人脸智能支付应用集中体验
活动。

本次活动选择2家商业
银行网点、5家商业超市作为
刷脸支付应用体验点，组织
辖区金融机构和现场群众60
余人参加体验。体验活动分
为两阶段，首先在商业银行
网点现场展示介绍“刷脸付”
支付终端设备，然后选择商
业超市利用“刷脸付”设备进
行实际购物体验。

活动以“科技新力量
刷脸安全付”为主题，面向银
行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普及

“刷脸付”新型支付工具特点
和使用方法，并通过组织群
众实地“刷脸”购物支付，让
公众现场感受人脸智能支付

新工具无介支付、安全高效
便捷等特点带来的购物新体
验。

(通讯员 王希龙 郭克盈)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推动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精神，切实
践行兴业银行厉行节约、勤俭办行理念，将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行动不断
推向深入。

一是加强宣贯，持续督导，增强员工主
动节约意识。该行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总分行厉行节约相关要求，并通过标语
宣传、检查督导、通知通报等方式持续培养
员工节约环保意识，同时倡导全行员工在八
小时之外坚持培养勤俭节约习惯，践行绿色
环保理念，节约用水用电，适度进行餐饮消
费，保持健康饮食习惯，使广大干部员工进
一步增强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识，牢
固树立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

二是明确目标，细化措施，确保节约要
求落到实处。该行严格控制差旅、会议、培
训的数量及规模，精简公文数量，提倡无纸
化办公；在全行树立节能环保理念，营造

“算账过日子”氛围，下发相关制度文件，严
控公务接待、办公耗材、耗电、耗水、公车使
用等各项费用开支；加强员工餐厅管理，倡
导全体员工落实“光盘行动”，酌量打餐，杜
绝剩菜剩饭现象，培养主动节俭意识。

三是强化监督，营造氛围，落实厉行节
约主体责任。该行通过定期检查、公开举报
邮箱等方式，自觉接受群众举报和监督。如
有发现违反节约、铺张浪费的不良行为，通
过经济处罚、行政处分等方式从严从重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坚持自查自纠工作漏洞，
努力创造良好氛围，确保厉行节约行动取
得实效。 (通讯员 田建龙)

为高效便民服务金融消
费者的投诉和咨询，近期人民
银行积极与司法部门联合，在
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的
配合下，成立了菏泽市金融消
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通
过投诉热线电话、法院委派的
诉前金融纠纷案件等开展金
融消费纠纷调解工作。

调解工作是本着高效规
范便捷的目的，针对金融消费
者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引起
的争议而设立的调解机制。这
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转变，也
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消费者承
担的社会责任。对此，市人民
银行专门制定了《菏泽市金融

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
作规则》、《菏泽市金融消费纠
纷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菏
泽市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
工作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制度
办法，并与金融机构签定了金
融消费小额纠纷快速解决合
作备忘录，并成立了由人民银
行工作人员、法律专家及部分
商业银行组成的调解员。

近期，人民银行成功了
调解了一起金融消费纠纷。8
月21日，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协会接到金融消费者张先
生投诉某银行银行卡销卡一
案，由菏泽市金融消费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进

行了现场调解。申请人和某
银行在金融消费协会调解室
进行了现场调解笔录，申请
人进行了现场陈述，双方进
行了现场辩论，在调委会工
作人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
很快达成了和解，对调解的
结果表示满意，并签署了人
民调解协议书。通过这次金
融纠纷案例的成功调解，不
仅强化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意识，预防金融消费纠纷的
进步升级，还提升了金融机
构的服务意识，为下一步调
解金融纠纷工作起到了较好
的借鉴作用。

(通讯员 余洋)

人民银行积极开展金融消费纠纷调解
创新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

“三服务”共同发力

规范窗口服务，提高服务
质量。疫情期间，该支行坚持

“防控+服务”两不误，结合实
际制定应急预案，购置防疫用
品，专职人员化身“防疫指导
员”，做好防护工作，建立疫情
防控监测台账和“暖心十条”
防护清单，实名登记，严把“入
口关”。为企业开通征信查询
绿色通道，最大限度缩短查询
时间，鼓励企业通过互联网足
不出户查询信用报告，满足复
工复产企业征信查询需求。期
间共查询个人报告8969份，企
业报告225份。

坚持为民服务，提高群众
满意度。为优化信息主体征信
查询服务，创推征信查询“午
休坐班制”。制定《成武支行征
信查询“午休坐班”值班表》，
由行领导轮流监督，金融服务
管理科7名业务人员轮流值
班，指导征信查询，解读征信
报告。设立征信知识展览架，

方便群众查阅《个人信用报告
宣传手册》、《我有不良信用记
录怎么办》等宣传手册，使征
信知识更加深入人心。

推进信用融资服务，满足
企业融资需求。引导商业银行
通过发放应收账款融资质押
贷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指导金融机构增发信用贷款，
帮助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
响暂遇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度
过难关。稳妥开展小微经营主
体信用评级(分)试点和两类
机构信用评级，制定适合小微
经营主体特点的信用评价标
准，推动金融机构出台相应的
信贷产品和政策，支持普惠金
融发展。2020年以来，全县金
融机构共发放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682笔，金额6183万元，新
发放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6 . 72%，同比下降83
个BP(基点)。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

“线上”宣传方便高效。

该支行通过电视报道、微信
群、H5、美篇等宣传方式，不
定 期 分 享 征 信 知 识 ，通 过

“每日一分享”“每周一答”
等传达最新政策，做好宣传
解读。鼓励客户网上查询征
信报告，保障防疫与业务办
理两不误。宣传期间共制作
H5、美篇12个，组织每周一
答4次。

“线下”宣传丰富多彩。
利用“3 . 15金融知识宣传”、

“6 . 14信用记录关爱日”“户
外健步走”等活动，联合金
融机构成立 1 0个宣传小分
队，化身“宣传服务员”，在
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使
宣传充分“动起来”。组织宣
传服务员走进企业、课堂、
贫 困 村 ，开 展 专 题 知 识 讲
座，使征信政策进村入户，
让征信知识深入人心。期间
开展专题讲座 3次，散发宣
传单页2000余份，接受咨询
800余人次。

(通讯员 许璇)

人行成武县支行

“3+2”征信机制助推模范机关创建

为有效遏制跨境赌博“资金链”和电信
网络诈骗行为蔓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净化网络生态。人行定
陶支行积极搭建“网络媒体、营业网点、银
企对接、社区街道”“四个平台”，组织开展

“治理跨境赌博 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
宣传活动，推动经济社会秩序稳健发展。

搭建网络媒体宣传平台，提高宣传“覆
盖面”。人行定陶支行依托网络平台，利用2
个微信公众号和15个微信群，制作“防赌反
赌 金融守护”H5、转发《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依法严厉打击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通告》及山东省微信公众号防范
打击跨境赌博和防电信网络诈骗信息、漫
画，推进宣传生活化、接地气，发挥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网络作用，提高宣传覆盖面。

搭建营业网点宣传平台，筑牢支付“防
火墙”。该行组织辖内10家银行通过各营业
网点的LED电子屏幕，滚动播放“严禁出
租、出借、出售企业银行账户、个人银行
卡”、“打击治理跨境赌博，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等标语，警示银行客户禁止账户买卖。
利用营业网点电视屏幕，向客户滚动播放
有关账户买卖、禁止跨境赌博和防范电信
诈骗警示片及客户转账风险提示，增强客
户法律意识，防止掉入赌博、电信诈骗陷
阱，筑牢支付安全防线。

搭建银企对接宣传平台，实现宣传“零
距离”。人行定陶支行组织农商行深入10个
镇(办事处)召开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银
企对接会，嵌入“治理跨境赌博 打击电信
网络新型犯罪”宣传，向与会210家企业介
绍跨境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知识，严禁
出租、出借、出售企业银行账户及违法应承
担的后果，提醒企业妥善保管银行账户、网
银U盾、收款码，遇到欺诈手段诱使参与跨
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线索要提高警惕，
及时向公安部门和人民银行举报，阻止违
法行为蔓延扩散。

搭建社区街道宣传平台，解读政策“面
对面”。人行定陶支行组织各银行人员深入
定陶区10个社区街道，悬挂宣传横幅，向
3000余名群众散发宣传折页，介绍银行卡、
手机支付知识，现场讲解跨境网络赌博、电
信网络诈骗的特点、常见套路、危害及防范
措施，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及防诈
骗技能，营造和谐网络支付环境，推动经济
社会秩序稳健发展。 (通讯员 李成华)

人行定陶支行

治理跨境赌博
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

征信管理面对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自创建工作启动以来，人行成武县
支行持续优化征信服务，创推“3+2”工作机制，切实践行“一次办好”理念，推动征信
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受到社会各界和群众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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