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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成效

六六起起典典型型涉涉黑黑案案例例被被通通报报

今年以来，德州中行已经
联合新航道、新东方、远洋国
际等机构共同开展了4场留学
知识宣讲活动，邀请专家为客
户讲解出国准备工作、留学资
金筹备等问题，受到州城客户
的欢迎。

搭建“线下+线上”平台，

多重助力留学之旅

近年来，中国银行搭建
“线下+线上”的服务平台，客
户通过手机银行或出国金融
APP，足不出户就可轻松办理
各类跨境金融业务。今年，德
州中行新推出了特色服务：外
币现钞在线预约，可以满足出
国留学、跨境旅游、外派交流、
海淘购物等客户真实、合理的
用汇需求。这项服务预约渠道
更广，可以在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微银行、中国银行山东
分行公众号预约；可提前查询
到可满足当日或某特定日期
的网点，免去客户白跑网点的

麻烦；支持当天预约、当天支
取，满足客户急用外币现金需
求；可实时反馈预约结果，足
不出户一键预约，实时反馈；
支持行外客户预约，中行、行
外客户均可预约，可随时方便
自助查询、取消预约。

“我办理签证时，学校要
求提供留学保证金，当时还为
此很烦恼，结果德州中行了解
情况后，为我们提供了保证金
贷款，还为我们提供了中英文
对照版本的存款证明。”来该
行办理业务的一位留学生说。
中国银行推出的在线存款证
明认可度高，中英文对照，无
需翻译，并获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
等30多个国家使馆的认可。支
持本外币活期、定期、大额存
单多种存款，币种涵盖所有25
种货币。线下柜台，立等可取；
线上手机银行、微银行、山东
分行微信号、第三方合作网
站，在线申请、直邮到家。

搭建出国金融服务平台，

让出国金融服务更便捷

面对客户日趋多元化的
金融服务需求，该行为有跨境
金融服务需求的客户打造场
景化服务方案，通过解决客户

“换钞难”、网点“操作难”等
“痛点”，不断提升客户体验。
今年5月，中国银行德州分行
成立了跨境服务中心，依托覆
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和丰富的
国际业务经验，整合集团多元
化产品和服务，建立了一支专
业的出国金融服务专家队伍，
在国际结算、外汇交易、投资
理财、海内外合作联动方面具
有独到优势，为客户提供专
业、全方位的跨境金融服务。

据了解，目前中国银行拥
有遍及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
的600余家分支机构以及4000
多家代理行服务网络，推出了

“英伦管家”“留金岁月”“加国
有加”等一系列优势留学品

牌，可在客户出国前预先开立
19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账户，
覆盖全球热门留学地点。无论
留学生们身在何地，资金汇往
何方，中国银行确保为留学生
们提供优质快捷的金融服务，
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国外
的金融环境，尽快融入当地生
活。

想客户所想，出国金融服

务更便民

“自己携带太多现金不安
全，国际汇款费用太高，学费
不能全额到达。”“孩子到了国
外人生地不熟的，自己到银行
开户也很麻烦。”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着家有出国留学子女
的家长们。借助广泛的海外分
支机构网络，中国银行境内分
行与海外机构密切合作，为将
要远赴海外的境内客户预先
开立海外账户，更加方便、安
全、省心，并专享中国银行提
供的全球化优质服务。

据德州中行大堂经理介
绍，中国银行在国内首家推出
了全额到账业务，客户只需支
付固定金额全额到账服务费，
即可确保境外收款人全额收
款，目前已开通美元、欧元、澳
大利亚元、日元4个币种。费
用锁定，全额汇达，特别适合
留学学费、考试注册费、登记
费用等款项的支付。中国银
行还是外币种类最多最全的
银行，德州中行可提供多达
25种外币兑换服务，提供了
多种境外支付工具，如：长城
留学卡、长城跨境通国际借
记卡、长城国际卓隽卡等。长
城国际卓隽卡可通过主附属
卡形式申请，家长持主卡，留
学生持附属卡，全面掌握主
附卡交易情况。不仅如此，海
外的中国银行还从客户的需
求出发，推出了一系列增值
服务，包括海外接机、中文语
音等尊享服务。

(杨国颂)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德德州州分分行行：：““一一站站式式””留留学学金金融融服服务务触触手手可可得得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潇 贺
莹莹 通讯员 张文鹏) 9月10日，在
第34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市近2000名
新进教师迎来了自己入职后的“第一
个”教师节。而对于这些新进教师而言，
他们人生中的首次教师节，注定有些不
寻常。

“我光荣的加入了人民教师队伍，
我庄严宣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履行
教师的神圣职责，爱国守法，以德育
人……”在德开小学的教师节仪式上，
不少新进教师站在国旗下庄严地宣誓，
张月就是其中的一位新进教师。

“作为教师，我们要用最温暖的爱
心去关怀每个学生，第一次过教师节心
情难免激动，此次教师节，我收集到了
班级学生的一些想法。”张月告诉记者，
学生有的把自己的计划说给她听，有的
对以后的班级建设提了建议，也有的把
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困难介绍给她……
朱静认真地做着记录，她说，今后的日
子她要跟同学们一起长大。

“很多人把老师比喻为园丁，我认
为，老师应该作甘当培养天才的泥土。”
新影街新进教师孙萌说，如今，完成从
学生变为教师的角色转变，还是多少有
一些不适应，其实干任何一行都不容
易，她希望自己不要在社会的浮躁风气
中随波逐流，而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定
力，获得个人的成长。

据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近
年来，通过教师核编增人、临时编制专
户、后备教师、政府购买服务、教师面试
前置等多项措施，2012年以来招聘教师
1 . 55万人，占到中小学教师总数的五分
之二。

同时，该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
前，组织教师全员培训12万人次，邀请
200多位教育专家培训校长、骨干教师
6000余人次，全市遴选出150名名师培
养人选，建立150个名师成长团队，进
行“订单式”培养，组织高考改革、国
学、中职校长国外交流、幼儿园园长、
农村校长和骨干教师等专题“送训”
2300余人次。

近2000名新进教师

第一次过教师节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张磊 路龙帅) 9月7日，记者从德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德州全方位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各部门齐抓共管，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专项
斗争向纵深开展，专项斗争夺取了阶段性成效。在会上，还通报了六起典型涉黑案例。

德州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紧扣扫黑除恶重点，亲
自调度部署，专题督查指导，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要求，以“零容
忍”的态度，出重拳、下重手，坚决打好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战。

据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德州市公安机关坚持“黑恶必除、除恶务尽、依法严惩”方
针，以“全覆盖”要求、“零容忍”态度，出实招、施重拳，不断掀起专项斗争的新高潮。

公安机关通过向社会公布举报奖励办法和举报电话、邮箱，发放举报奖励等方式鼓励群
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前通过群众举报线索核查已刑事拘留80人，治安处罚24人。
根据安排，下一步德州将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组织精干
力量全力侦破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铲除社会毒瘤。

平原县周某杰重大涉黑恶团伙
案件：

2018年1月，德州市公安机关打
掉以周某杰为首的重大涉黑恶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破获刑
事案件13起，查封涉案房产4套，查扣
涉案资金400余万元。

经查，自2017年以来，周某杰通
过注册成立中小企业互助中心，以赵
某、林某芳为骨干成员，先后纠集社
会闲散人员董某军、韩某明等10余
人，向平原民办企业高利放贷、暴力
讨债攫取非法经济利益。该团伙通过
伪造虚假借款合同、强迫受害人签订
调解协定等方式，采取威胁、恐吓、殴
打等手段，大肆实施诈骗、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虚假诉讼、强迫交易、寻衅
滋事、破坏生产经营、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当地
经济秩序，社会影响恶劣。

齐河县侯某松重大涉黑恶团
伙案：

2018年1月，德州市公安机关打
掉以侯某松为首重大涉黑恶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破获刑事案
件9起，查封涉案资金100余万元。

经查，自2011年以来，犯罪嫌疑
人侯某松、侯某敏兄弟二人笼络侯某
涛、李某庆等社会闲散人员，以非法
牟利为目的，放高利贷，暴力讨债，实
施非法拘禁、妨害作证、串通投标等
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侯某
松、侯某敏为首，以侯某涛、李某庆为
骨干成员的重大涉黑恶犯罪团伙，社

会影响恶劣。
运河经济开发区王某宇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件：
2018年1月，市公安局运河开发

区分局成功打掉一“软暴力”讨债恶
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经查，以王某宇为首的犯罪团
伙，从事“替人要债、收取提成”等不
法活动。该团伙成员不务正业、混迹
社会，以替他人讨债为生，依仗王某
宇“小十八”的社会名气，采用纠缠
被害人、轮流盯靠、到被害人单位滋
事、追堵被害人驾驶的车辆、私自对
被害人的车辆安装定位追踪器、制
造车辆剐蹭事故等非法手段催要欠
款，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扰乱其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社会
影响恶劣。

陵城区宋某明涉恶团伙案件：
2018年5月，市公安局陵城分局

打掉以宋某明为首的重大涉黑恶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破获刑
事案件15起。

经查，近年来，宋某明、白某、夏
某等人常年纠集在一起，争夺砂石料
市场、垄断小麦收割市场、强揽建筑
工地施工权。该团伙持镐把、砍刀、电
警棍殴打、威胁、恐吓当事人、阻挠工
地施工，多次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在当
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临邑县郝某萍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件：

2018年3月16日，郝某萍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件由临邑县人民法院判决，
首犯郝某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七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这是
全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一
审成功判决的第一起恶势力犯罪集
团案件。

经查，自2016年以来，郝某萍等5
人通过色情服务进行敲诈勒索非法
获利。该团伙由郝某萍、李某倩通过
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聊天寻找目
标，与被害人见面并发生性关系，由
谷某同、李某、陈某等人冒充家属进
入房间“捉奸”，使用暴力、威胁等手
段，敲诈勒索或抢劫他人财物，先后
在商河、临邑、济阳等地跨区域作案
10余起，涉案价值10万余元，致一人
轻伤，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齐河县刘某华涉恶团伙案件：
2018年4月，齐河县公安局打掉

以刘某华为首的农村痞霸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破获案件9起。

经查，自2010年以来，刘某华利
用自己村两委成员的身份，纠集刘某
平、刘某保、刘某水等人，多次以管理
麦田、鱼池为由，以暴力、威胁、滋扰、
纠缠、聚众造势等手段，侵占集体财
产、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严重扰乱农
村治安环境，破坏经济生活秩序，社
会影响恶劣。

全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始终
保持“零容忍”，无论是谁，不管隐
藏得多么深，“保护伞”多么硬，都
要坚决打击不动摇，坚决将其绳之
以法。

六起典型案例>>

六起典型涉黑案例
详情，可扫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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