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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调度会议召开

滨滨州州农农信信社社综综合合实实力力全全省省第第七七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李

婷婷 安传龙 李晓钰 ) 1 0
日，滨州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发
展调度会议召开。据悉，滨州农
信社各项业务健康发展，综合
实力升至全省第7名。邹平、博
兴农村信用社完成银行化改
革，无棣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
村合作银行，各项改革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滨州农信系统作
为全市经营规模最大、营业网
点和从业人员最多、服务范围
最广的金融机构，辖内营业网
点215家，在职员工2700余人。
2013年全市农村信用社缴纳各
项税金4 . 3亿元，近三年纳税增
幅均在10%以上。截至今年10月
末，存贷款余额合计811亿元。

经过十年的改革发展，滨州

农信社各项业务健康发展，资产
质量、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高，
经营效益明显改善，金融服务水
平大幅提升，存贷款余额连续十
年位居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首
位，综合实力升至全省第7名。

近年来，全市农信系统以
服务“三农”为己任，主要经营
指标逐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真正发挥了农村金

融主力军作用，为全市经济社
会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很大贡
献。邹平、博兴农村信用社完成
银行化改革，无棣农村信用社
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各项改
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农村信用社改革具有重要
意义，接下来，农信社将全面查
清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及经营成果，为组建农

村商业银行提供完备的基础数
据；增资扩股优化股权结构，尽
可能多地募集资本金，积极引
进辖内外战略投资者，鼓励本
行政区域内农村商业银行入股
县联社，改善股权机构，提升资
本实力；全力盘活清收不良资
产，积极通过有效资产置换等
方式化解部分历史包袱，同时
做好不良贷款的清收工作。

实实体体店店为为““双双十十一一””甘甘当当““试试衣衣间间””
银座商城乐观应对网购狂潮，凭质量说话不怕市民抄牌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王
璐琪 见习记者 高梦超) 双
十一来了，很多商场成了顾客
们的试衣间，“扫码族”“抄牌
族”更加疯狂的备战双十一，但
是今年情况有些变化，实体店
愿当试衣间与网上购物同欢
乐。

在滨州市银座黄河店，记
者看到很多服装店有顾客在试
穿衣服。据了解，这些天来店里
试衣服的顾客有很多，至于销
量，部分服装店工作人员表示
并不是很受影响。“拉夏贝尔”
店员告诉记者：“我们店目前还
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实体
店也在搞活动，和官方网站的
价格是一样的，至于一些非官
方销售网点，我们不敢保证质
量。”

除了服装，来商场看鞋子
货号的顾客更加明显，因为不
需要进试衣间，很多顾客来实
体店试穿。记者走访几家鞋子
专柜，店员表示，这几天鞋子销
量明显减少，很多顾客来店里
试穿记下货号就走了，有一些
老顾客没有合适的鞋号就让店
员调货，等货来了店员再打电
话给顾客，顾客却说已经在网
上买了，这让店员表示无奈。但

是一位正在看鞋的顾客说：“网
上买鞋子很容易不合适，哪有
在实体店买方便，既可以看到
质量，又能试试好不好看。”

虽然双十一网上购物疯
狂，实体店也依然存在购物优
势，顾客可以看到实物，看到质
量，免去等待快递的时间，遇到
质量问题也方便调货。在银座
购物，记者就看到“中国购物
节”的宣传，上面明确写着：“银

座，线下完美试衣间，公开拍照
抄货号。”滨州市银座中心点营
销策划科科长黄远林告诉记
者：“面对网上购物，实体店的
竞争日益激烈，所以根据总部
与阿里合作的方案，开展线上
售卖代金券活动，分别有商品
折扣、线上线下联合、公开拍照
等活动。”这是实体店应对“双
十一”网上购物的策略，欢迎消
费者进店体验，也是为了让消

费者重新认识实体店，以网上
的价格也可以在实体店成交。

黄远林说：“以前实体店不
允许顾客拍照抄货号，现在我
们让顾客大胆拍照，是因为我
们实体店有可试穿、可见到实
物的优势，让顾客抄下货号去
网上对比，自然就知道哪件商
品更合适。并且一些商品有赠
品又可参与抽奖等活动，这是
在网上享受不到的。”

“双十一”网购诈骗多发请谨慎

随着“双十一”的临
近，媒体对商家备战“双
十一”的宣传也在升温，
针对即将到来的“双十
一”活动，滨州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民警发布网
购防骗提醒，消费者在网
购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卖
家，保护好自己的网银。
骗子通过手段获取买家
网购商品等信息，冒充

“客服”给买家打电话或
发短信，以拍下的货品缺
货、交易故障、需要退款
等理由，通过发送所谓支
付页面链接等形式，诱使
买家提供银行卡信息，市
民特别要注意的是，一定
要通过电商提供的联系
平台与卖家进行沟通。

本报通讯员 颜红兵 李霞
本报记者 王忠才

骗局>>

系统升级
实为骗局

11月4日晚，受害人刘某在淘
宝网购，购买了一件价值59 . 9元
的衣服，大约十分钟后，一个自称
是淘宝商家客服的男子给受害人
打电话(电话号码：18657157857)称
淘宝系统出现问题，想把支付的
59 . 9元退还给受害人，通过QQ号
给 受 害 人 发 来 一 个 网 址 链 接

“hgs.ivknuig.com”，并给受害人发
来验证码，受害人按照提示输入
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验证码
等。大约1小时后，受害人查询自
己的卡，发现卡内少了9000元。再
联系客服电话，电话关机。

刘先生随后找到民警求证，
民警调查后发现，所谓的“系统升
级、购买失败”其实是一个骗局。
诈骗分子会通过用户电商聊天软
件、电话等方式告诉受害人钱被
支付宝冻结，无法完成交易。同
时，需要退款，然后提供给用户一
条网址或二维码，让受害人登录
提供的网址，或者通过扫描二维
码下载相关软件，利用手机支付
病毒窃取用户手机支付短信验证
码。

不要轻易打开信息中的陌
生网址，不要随意扫描二维码。
不要轻信退款到银行卡、二次付
款之类的电话，不要轻易将银行
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泄露
给对方。

双双十十一一商商场场推推出出折折扣扣活活动动。。

骗局>>

打电话声称
需重新购买

11月6日，田小姐在淘宝某
皮鞋专卖店拍下了一双女鞋。
下了订单2天后，田小姐接到了
一个陌生电话。客服说网店是
厂家发货的，称田小姐所买的
那双鞋那款颜色厂里缺货，需
要从另外一个厂给她发货。因
为更换厂家，所以要田小姐加
她QQ，重新拍一次货，她会在
QQ上重新发一个新的链接给
田小姐。田小姐让店家客服直
接在阿里旺旺进行联系，说明
缘由给她新的链接，退了之前
的款再换货。但是客服说因为
是换厂家发货，所以不能走客
服以及阿里旺旺，要求在QQ上
直接换。

之后，田小姐在电话中一
直坚持要该“客服”在阿里旺旺
上联系自己。见田小姐始终不
松口，“客服”在电话中说了一
句：“那你这样不合作，到时候
鞋子到不了就别怪我们。”就挂
断了电话。田小姐并未担心，而
是冷静地登录淘宝账户，订单
显示“卖家已发货”。3天后，鞋子
妥妥地派送到了田小姐手中。

警方提醒，骗子通过手段
获取了买家网购商品等信息，
冒充卖家给买家打电话或发短
信，以拍下的货品缺货、交易故
障、需要退款等理由诈骗。

骗局>>

伪装快递员
送货上门

近日，张先生趁着“双十
一”商家搞活动，在网上购买了
2部手机准备送亲戚朋友，他选
择了货到付款的方式，可没想
到“快递员”来了之后，自己付
完钱，打开盒子一看收到的竟
然是手机模型。张先生发现被
骗之后，正想找购物网站理论
时，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快递员
上门送手机，这回送的手机却
是真手机。这下张先生就被弄
糊涂了，只好打电话报警。张先
生遇到的第一个快递员肯定是
骗子假扮的。民警通过调取张
先生小区门口的监控，获得了
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经过
几天的走访调查很快就锁定嫌
疑人李某并将其抓获归案。

原来，李某以前是物流公
司的员工，他从网上低价买到
了某网站的购物信息，算准了
快递到达的日期，提前伪装成
送快递的小哥，还买来了手机
模型，防止受害人发现不对当
场拆穿自己。

市民一定要选择正规有
良好信誉和管理的大商家，有
些无良商家或者管理有疏漏
的店铺很容易就将买家的个
人信息泄露，为买家带来困
扰。同时，网购选择货到付款
的买家尽量要当面验货。

邹平西董街道
全程代办证件

本报讯 为转变工作作风，
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深
化优质服务，进一步方便群众办
里各种计生证件，西董街道计生
办开展“服务送上门、温暖送到
家”行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群
众满意度。各种计生证件、证明全
程代理，做到即到即办。一是按照
首问责任制的要求，由村计生专
干代理填写办证申请表；二是通
过现场提供、村计生专干上门、拍
照等形式收集办证所需资料；三
是由街道办证人员通过电话、群
众调查等方式核实办证信息，必
要时由群众书面承诺。四是服务
送上门，温暖送到家。一是对一胎
生育后符合即办登记条件的即时
打印一孩生育登记本；二是对需
审批后办理的应在规定时限内送
县人口计生局审批，审批后及时
办证；三是证件办好后通过现场
送达、村计生专干直接送达等形
式送证到手，确保不耽误群众。

(崔静 鄢承峰)

邹平黄山街道
奖励计生家庭

本报讯 日前，邹平县黄山
街道认真做好城区失业无业人员
独生子女待遇和企业独生子女父
母退休人员的计生奖励摸底发放
工作。

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享受
政府的惠民政策，街道组织了相
关人员专题培训，明确摸底人员
范围和摸底表的填写。辖区各单
位和住宅小区通过宣传栏张贴通
知的形式，告知居民摸底申报的
目标人群，所需的材料和时间要
求等。对破产企业到退休年龄和
即将退休的人员，要求城区计生
管理员配合计生干部依据人事档
案了解是否办理退休手续，对已
办理退休的人员，告知办理申报
的相关政策和要求。街道计生办
负责对申报人员的资格认定和公
示工作，对不符合政策的居民做
好相关的政策解释工作，确保发
放准确率达100%。

(何俊娜 刘丽)

邹平黄山街道
宣传计生政策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邹平县
黄山街道真情关爱流出人口，拉
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该街道利用电话随访，向流
动人口宣传人口计生政策，提供
企业用工、就业培训、技能帮扶
等信息，从而实现流出人口落实
计划生育各项义务亲情化。及时
告知流出已婚育龄妇女按时参
加流入地开展的各项生殖健康
查体，并及时与流入地计生部门
联系，做好跟踪服务管理工作，
实现流动人口免费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全覆盖。对外出人员婚育
证明即将到期人员，及时电话督
促换证，对流出济南、东营、淄博
等周边县区的流动人口，实行上
门办证或换发。(韩艳美 王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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