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0044
2017 . 11 . 30 星期四

深 度 决 定 高 度 新 闻 影 响 生 活

编辑：董梦婕

美编：尹婷 组版：皇甫海丽

主 办 ： 菏 泽 市 金 融 消 费 权 益 保 护 协 会 咨询投诉电话：12363 5168315

增增强强金金融融扶扶贫贫力力度度 营营造造良良好好金金融融生生态态
人银济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周逢民调研单县金融扶贫工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菏泽市分行

全全面面开开展展防防范范非非法法集集资资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11月21日，人民银行济南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周逢民莅
临菏泽市单县调研金融扶贫工
作，在单县郭村镇政府召开了
金融扶贫调研座谈会，并深入2
家扶贫企业和1户贫困户家庭
开展现场调研。分行办公室、货
币信贷管理处负责人参加调
研。

座谈会上，周逢民听取了
单县扶贫办、郭村镇政府关于
全县和郭村镇扶贫工作情况，
单县农发行等5家涉农金融机
构金融扶贫情况的汇报，就金
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
议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周
逢民对单县围绕地方特色产业
创新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创
造性开展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充
分肯定，对单县金融部门立足

产业发展带动脱贫的成效给予
充分认可，并就下一步的金融
扶贫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周逢民指出，党的十九大
发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号角，脱贫攻坚已到了关键

时期，单县在全省来说贫困人
口多、工作任务重，需要下更大
功夫、加大力度、创新措施，推
进扶贫工作步伐。

座谈会上，周逢民要求，各
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加强与扶贫办等部门的沟通合
作，把情况摸清摸透，找准金融
扶贫路径；要共同发力，发挥涉
农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承
担起扶贫的社会责任；要在立
足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加大扶
贫贷款投放力度，做好对扶贫
产业发展和符合条件贫困户的
信贷支持。

同时，要求人民银行辖区
各级行要发挥金融扶贫的牵头
部门作用，在传导货币政策和
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方面加大扶
持力度，在完善扶贫贷款风险

分担机制等方面积极协调推
进，帮助金融机构提升抗风险
能力。希望扶贫办、乡镇政府等
政府部门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等方面配合做好相关工作，进
一步优化农村信用基础，营造
良好的金融生态。

调研期间，周逢民查看了
单县农商行金融扶贫“一户一
档”档案资料。并来到单县盛源
制香厂和天祥罗汉参专业合作
社，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扶贫带动情况、信贷支持和
融资需求情况等，与企业负责
人和贫困户从业人员进行了深
入交流，对企业安置贫困人口
就业、引导贫困户开展特色种
植等带动脱贫方式给予充分肯
定。

（通讯员 于洋 刘瑞锋）

11月20日，郓城农商行
在总行七楼会议室组织召开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暨
十一月份业务分析会议，总
行党委班子成员、各部室经
理、各支行行长、全体业务人
员等300余人参加了会议。行
长曹磊主持会议。

会上，首先通报了该行
10月份存款、贷款、电子银行
替代率、利息收入智E购商
城、扫码付业务推广等11项
业务指标完成情况，现场奖
惩兑现。

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尹利广首先按照新时期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结合省联
社党委书记王献玲讲话，逐

项逐条整改落实。二是加快
标准化支部建设，按照“三亮
六有十上墙”标准配置到位，
坚定信念、任事担当。三是严
格党规党纪。严格廉洁、群
众、工作、生活纪律，深入开
展“四风”问题专项整治，强
化执行意识，坚决查处主观
违规和主观不作为。四是针
对当前业务工作存在的难点
和焦点问题进行督导、扎实
赢取2017年各项业务收官之
战。五是根据业务进度，以三
年规划和年度业务指标为尺
子，纵横对比找差距，分析原
因，增强信心，力促郓城农商
行健康、持续发展。
(通讯员 韩修良 冯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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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农商行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近期，农业发展银行菏
泽分行组织协调各支行、机
关各部门，紧紧围绕工作实
际，扎实地开展了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
增强了广大员工防范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非法集
资案件发生，对维护正常的
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发挥了积极地作用。

在加大对非法集资社
会危害性和法律知识的宣
传教育方面，市分行和各县
支行营业窗口通过电子显
示屏滚动播出和印制宣传
单，对非法集资的危害进行
提示和宣传，提高社会公众
的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

本着“注重创新、注重
实效”的原则，农发行还不
断推出形式多样、灵活生动
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活动形式，努力扩大宣传教
育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鄄 城 县 支 行 贴 近 公
众，客户部的职工走上街
头，通过摆放办公桌面对

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特
征、主要表现形式、常用手
段等进行了宣传；在本行
营业窗口开设专栏，进行
了风险提示。

各支行贴近客户，在营
业室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
对非法集资特征、主要表现
形式、常用手段等进行宣
传，印制了《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活动主要参考内
容》宣传品并在营业室柜台
摆放，方便公众取阅；有针
对性地宣传非法集资的严
峻形势和危害性，引导人们
自觉地远离和抵制。

农发行纪委书记带领
监察部职工，通过到企业回
访座谈，对企业是否参与非
法集资进行了调查。宣传了
非法集资引发社会不安定
因素等系列危害，指明金融
系统对社会提供金融服务
的主渠道作用，也为活动的
进行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

(通讯员 郭绍礼)

怎么查询爱车是否有交通
违法行为呢？交通违法怎么快
捷处理呢？去交管部门，距离，
远！交通违法罚款去哪交呢？去
银行，人多，烦！有没有一种方
式可以快速便捷一站式搞定
呢？有！只需一部手机和一张银
联卡，通过“山东公安警务保
障”微信平台就能轻松搞定。

“山东公安警务保障”微信

平台由山东省公安厅推出，具
有扫码缴罚款、查询并自助处
理机动车违法等功能，凡在山
东省内(青岛除外)发生的轻微
交违章行为，都可以进行处理，
缴费成功后系统自动信息提
示，不用跑交警收费大厅，不用
到银行网点排队。缴费方式可
使用工行卡或其他带有银联标
志的银行卡。若是选择工银e支

付认证方式，就更快捷方便了。
据了解，今年以来，工行菏泽

分行通过微信、厅堂营销宣传等
方式持续推广“山东公安警务保
障”微信平台业务，为客户提供方
便快捷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得
到了客户广泛认可。截至10月末，
本市在平台缴费数量已近两万
笔，占工行代收缴交通违法罚款
总量的30%。 (通讯员 贾丹)

工工银银ee支支付付让让你你足足不不出出户户处处理理违违章章缴缴罚罚款款

为将普惠金融在农村全面
推广普及机，11月21日，在市县
人民银行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的推动下，郓城县王老虎
村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在郓城
县挂牌成立。人民银行菏泽市
中心支行党委委员、工会主任
孟宪彦、办公室主任王志华、菏
泽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秘
书长赵敏、山东省农联社菏泽
办事处副主任曾庆红参加揭牌
仪式。

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2017年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专业
工作部署，郓城县金融消协进
一步整合助农取款点业务功

能，依据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和
居民服务需求制订了《农村金
融综合服务站评定管理暂行办
法》，首先将条件成熟的王老虎
村助农联络点扩容升级为农村
金融综合服务站。

郓城县王老虎村农村金
融综合服务站扩容升级后，在
原来现金存取款、转账汇款等
服务职能上，新增加了账户余
额查询、各类惠农补贴发放、
普惠金融宣传、金融消费维
权、残损人民币兑换、保险证
券业务介绍等便民职能，村民
足不出村即可享受到方便快
捷的基本金融服务。职能增加

后，将有效改善农村地区支付
环境、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
平。

王老虎村农村金融综合服
务站扩容升级顺利完成，进一
步理清了农村普惠金融建设思
路。郓城将在全县全面启动农
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筹建工
作，计划2018年上半年之前，推
动全县52个农村维权联络点全
部升级为农村金融综合服务
站。这些服务站辐射周边村庄，
实现综合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
盖，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共享普
惠金融建设的成果。

（通讯员 陈天彪）

郓城县王老虎村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挂牌成立

打打通通农农村村普普惠惠金金融融““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近日，农行郓城县支行黄
安分理处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
骗案件，挽回当事人经济损失
4100元。

日前，农行郓城县支行黄
安分理处工作人员在大堂巡视
时发现，有位徐女士面色慌张，
便向前询问想要办理什么业
务。徐女士表示，她接到自称是
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工作人
员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信息
泄露，涉及到洗黑钱，家里的存
款非常不安全，她必须先秘密

将一部分保证金打到一个指定
账户。“农行前几天在我们村里
宣讲过金融知识，所以我想先
来咱农行问问这件事可信不”。
徐女士紧张地说。

工作人员觉得徐女士可能
遭遇了电信诈骗，便向运营主
管反映了此事。运营主管随即
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最终，
经验证确为电信诈骗。

徐女士得到答复后很激
动，连声感谢，“俺是农村的，也
不懂啥电信诈骗，多亏了农行

进村普及金融知识，让俺心里
有了底，要不钱就被骗了”。

据悉，该行近年来为普及金
融知识、践行社会责任，不断开展
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通过营业网
点等多种载体广泛宣传国家惠农
金融政策、普及金融风险防范知
识、现代金融工具使用知识、“三
农”特色产品知识以及重点零售
产品知识，逐步提高公众特别是
农民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消费意
识，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赵西彪 孙明伟)

郓城县农行

成成功功堵堵截截一一起起金金融融电电信信诈诈骗骗案案件件

周逢民行长到单县制香扶贫车间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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