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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无情人有情 金融服务不停歇
——— 人行成武县支行“隔空兑残”线上金融服务纪实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人行成武县支行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行、县委县政府疫
情防控要求，积极发挥“隔空兑
残”微信平台作用，做到“疫情
期间兑残不打折”；同时拓宽平
台线上金融服务功能，做到“疫
情之下线上宣传不松劲”，真正
实现了“疫情防控+金融服务”
两不误，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助
力疫情阻击战，共克时艰！

疫情期间兑残不打折
2月10日(正月十七)一上

班，该支行分管领导就组织金
融服务管理科人员在微信平台
下发《关于疫情期间继续做好
为客户兑换残币的通知》，要求
各金融机构在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本着“能兑尽兑”
的原则满足客户需求，疑难问
题在线随时咨询，同时指派专
人随时关注微信群，确保做到

“随问随答”，实现即时兑付。
正月二十，成武县中医院

付迪的家属在批发街开的烟酒
门市不幸失火，8万多元现金被
烧，付迪拿着残损币来到旁边
的农商行，网点负责人迅速安
排客户到贵宾室，指定专业人
员现场鉴定，经过3个小时的耐
心甄别，共计为客户兑换了
3 . 5万元现金，其余无法鉴定
的，拍照传到微信。人行成武县
支行李进雷看到信息马上通过
电话了解情况，知道客户急需
这笔钱进货，李进雷、燕伟、许
璇三人主动牺牲午息时间，在
做好疫情防护措施前提下，来
到网点加班加点为客户鉴定残
币，由于剩余的残损币均为已

经分散的碎片，需要慢慢拼凑、
粘贴，支行3名工作人员一张张
清点、一点点辨认、一块块重
组，从下午1点一直忙到6点，历
经5个小时，最终鉴定出残损币
涉及5种面额，共计25351元。客
户接过崭新的70351元人民币，
激动的哭了：“我真是没想到，
太感谢你们了，不嫌麻烦给我
兑换了那么多，辛苦你们了！”

就是这样，支行服务科人
员通过线上了解情况，线下亲
自到场，先后为孙寺镇80多岁
高龄的张老太上门兑换发霉残
币2万多元，为城关李某某家开
的小卖部兑换5000元被氧化硬
币……今年2-5月份，该支行
组织全县金融机构为客户兑换
残损币共计26万元，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疫情无情人有情，兑
换残币不打折”。

疫情之下

线上宣传不松劲

大年初四，还没有正式开
班，支行金融服务管理科人员

就在分行领导的组织下，制作
图文并茂的个人征信网上查询
操作流程图，在“隔空兑残”这
一聚集了全县9家商业银行高
管、一线柜员共187人的平台上
发布，使老百姓一眼就能明白
如何在网上查征信。要求微信
群成员转发到工作群、朋友圈，
拓宽宣传覆盖面，达到疫情期
间有效分流客户、减少聚集，实
现让老百姓“少跑腿”的目标。

该支行同时通过平台发布
最新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用足
用活金融政策。制作“金融知识
课件”、“《百姓兑残常识》微课
堂”，通过平台每周发布，详细
讲解特殊残损币界定标准、假
币识别方法，提高一线柜台人
员操作技能。

还借助“学习雷锋活动
日”、“3·15消费者权益日”、“6·
14信用关爱日”等在微信平台
开展人民币、征信、非法集资知
识宣传。到目前为止，通过这个
微信平台宣传，收益群众多达
十余万人。 (通讯员 陈玉梅)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关于犯罪分子利用

虚假APP诈骗的风险提示

近日兴业银行菏泽分行发现一起
犯罪分子利用该行虚假APP进行诈骗
的案件，性质极其恶劣，造成客户资金
损失的同时，严重影响该行声誉。该行
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
不要轻信未知来源的短信，如需贷款
一定要到正规银行或使用官方网站下
载的APP办理。

8月26日，兴业银行菏泽分行网点
刚开始营业，两名中年妇女来到柜面，
其中一名妇女拿着手机询问柜员，其
下载的一款名为“兴业极速版”的APP
是否为该行的软件。细看之下，此软件
有该行行标，欺骗性极强，只看图标真
伪难辨。

经询问，近期该女士曾收到一则
短信：“我行已放宽条件，根据您的综
合评分，可办理156000元的备用周转
金，随借随还，回1办理，退订回T”。恰
巧她正需要资金周转就回复了1，随后
客户收到下载APP的链接。客户点击
链接下载了名为“兴业极速版”的软
件，在该APP客服的指导下注册并绑
定了自己的工行卡，注册后显示其有
30000的贷款额度。随后，“客服”告知
客户需要缴纳1500元人工费，该人工
费会在客户还清借款后退还，收款方
为工行个人银行卡A。客户深信不疑，
汇出了1500元，随后发现贷款并没有
入账。“客服”又解释说需要打款7500
元用于解冻，收款人为一张工行个人
卡B，“客服”提醒客户汇款时要加注
附言解冻金，并且是首字母，不能为汉
字。客户听从指挥进行了汇款，之后贷
款仍无法入账。“客服”又故技重施诱
导客户打款7500元到一个工行个人卡
C账户。之后贷款仍无法入账，客户这
才意识到被骗。截止发现时已被诈骗
16500元，客户随即报案。

虚假APP具有很强的迷惑性，非
常容易误导客户。该行相关工作人员
提示，银行贷款不需要缴纳任何“解冻
资金”，如需贷款一定要到正规银行或
使用官方网站下载的APP，不要随意
点击陌生链接，避免陷入种种贷款诈
骗套路。 (通讯员 贾小慧)

金秋送爽，翰墨飘香。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丰富
离退休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
展示离退休人员爱党、爱国、爱
行的情怀。9月21日，“晚霞似
火”书法展开展仪式在建设银
行菏泽分行隆重举办。分行行
领导、各基层机构、部门代表、
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和新闻媒体
记者共同参加了开展仪式。

据了解，一直以来，建设银
行菏泽分行党委高度重视老干
部工作，在省行的指导帮助下，
全面落实老干部各项政策待
遇，为离退休党支部顺利开展
各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坚持不懈地为老同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加
强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建设，
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有力促进了老同志的身心

健康，在全行上下形成了尊重
老干部、重视老干部和发挥老
干部作用的良好氛围。

此次“晚霞似火”书画展，
广大老同志和干部员工，积极
主动，踊跃投稿，用深情的笔
墨、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讴歌
了建行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

表达了对党、对祖国、对建行的
深厚感情，和喜迎国庆、欢度中
秋的激动心情。生动展现了离
退休老干部心怀山河、心系发
展的家国情怀，离岗不离行、退
休不褪色的无限忠诚，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的魅力风采。

（记者 王会广）

建设银行菏泽分行

举办庆国庆，迎中秋“晚霞似火”书法展

9月7日，秋风送爽，艳阳高
照，单县张集镇马桥村文化广
场鼓乐齐名，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该镇为了打造乡村文化样
板，辖属各村每年秋季组织一
次全村70岁以上老人的饺子
宴。农行单县支行接到镇里的
邀请，带着贺礼，带着祝福参加
了各村的饺子宴活动。活动间
隙，农行工作人员利用才艺展
示的机会登台普及金融知识并
现场派发宣传单。

宣讲首先讲解了目前金融
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支付安全，
目前网络支付方式越来越便

捷，不用输入密码，刷脸就可实
现资金秒到账，在方便快捷的
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风险隐
患。宣讲人员介绍了网络交易
安全防范提示，宣讲了保证网
上支付安全“七应该”，又结合
了在银行网点发现的客户资金
被盗，或被未成年子女误转账
的典型案例，为使用网络支付
较多的中青年村民上了及时的
一堂网络支付安全课。

宣讲活动又安排了老年客
户比较关注的假币鉴别知识，宣
讲人员借助真实货币，向群众讲
解识别假币的七大要点，让大家

直观的了解了假币特征。同时又
宣传了银行对假币收缴的严格
流程，让大家对银行收缴假币的
这一工作职责有了认识，这是国
家法规赋予银行维护金融秩序
的职责，群众有配合的义务。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结
合乡村饺子宴取得了较好的预
期效果，现场参加群众500余
人，群众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
学习了金融知识，大家对农行
履行社会责任的大行担当作为
表示赞赏，并希望今后以这样
的形式将宣传活动持续的开展
下去。 (通讯员 刘迎松)

农业银行单县支行

金融知识普及下乡 共创幸福乡村生活

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菏泽中心支
行和菏泽银保监分局及华夏人寿山东
分公司关于开展2020年“金融知识普
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
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方案的
要求，华夏人寿菏泽中支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月宣传活动，普及金融保险知
识，宣传保险文化，增强市民风险防范
意识和责任意识，维护金融安全与稳
定，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华夏人寿菏泽中支在公司客服大
厅摆放宣传三折页，供市民取阅了解
金融保险知识；通过悬挂条幅、海报、
LED屏24小时不间断循环滚动播放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创
美好生活”等活动宣传标语，通过微信
公众号发布金融小知识，扩大宣传覆
盖面。

各支公司大厅设置宣传咨询台，
向市民宣传金融保险知识，引导市民
合理选择金融产品，提高社会公众防
范风险能力，自觉抵制网上金融谣言
和金融负能量，共建绿色网络空间，形
成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良好氛
围。 (通讯员 李海建)

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
华夏人寿菏泽中支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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