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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招商银行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提升客户体验，我行将于2013年10

月18日20：00至10月20日20：00对北
京市、山东省、河南省、辽宁省、黑龙
江省所辖机构(统称：升级机构)实
施系统升级。系统升级期间，我行业
务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其中：

一、自10月18日20：00开始，暂
停在升级机构开立的个人账户(含
一卡通、存折、存单、i理财)的账户
信息维护、协议管理(如自助缴费、
直付通、基金/招财金/外汇投资业
务开关协议)等服务。

二、自10月18日23：30开始，暂
停在升级机构开立的个人账户(含

一卡通、存折、存单、i理财)的资金
交易类服务，如存取现金、POS消
费、转账汇款、信用卡还款、网上支
付、自助缴费、代发代扣、收付易固
话POS业务、消费易/周转易/随借
随还、理财账户及黄金专户转账等。

三、自10月18日23：30开始，暂
停升级机构的柜台、本行自助设备、
本行POS商户(含固话POS商户)等
所有渠道服务。

四、自10月18日23：30开始，暂停
升级机构的电子渠道特约商户(含第
三方支付平台)招行卡网上支付及招
行渠道他行卡网上支付服务。

五、自10月18日23：30开始，暂
停我行一卡通 (含公司卡 )在北京

市、山东省、辽宁省、河南省的银联
跨行交易(含银联ATM及POS等)，
暂停我行一卡通在河南省、黑龙江
省他行柜台的柜面通业务。

六、自10月18日23:30开始，暂
停通过郑州、沈阳地区他行柜台的
柜面通向我行信用卡转账还款的服
务。

系统升级期间，我行个人客户的
自助渠道口头挂失业务不受影响；我
行信用卡在升级机构的自动还款服
务、当地银联他行ATM和银联他行
POS等渠道的业务不受影响。

请您提前做好相关安排，如因
系统升级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如有任何疑问，请垂询我行客服热

线95555。
感谢您对我行一如既往的关心

和支持！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济宁分行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四日

日前，平安直销车险推出微信
服务平台，集理赔查询、保单服务、
车险购买等全流程功能于一体，微
信关注“平安直销车险”，即可在线
享受便捷的车险服务。

“最近刚关注了平安直销车险
的微信，没事就查查自己有没有违
章，免得被扣分罚款了还不知道。”
车主唐先生表示平安直销车险的这
个微信平台确实很方便，除了车险，
还可以享受到很多车主服务。

微信直通购买保险
目前，平安直销车险微信平台

上可以直接进行车险报价、投保及
续保。老车主需要续保，新车主询问

报价及投保，都可以在微信上享受
到日臻完善的服务。微信5 . 0有了支
付功能之后，车主可以有更多的支
付选择。

“保单是配送上门的，车主可以
通过我们微信平台的“车险服务”直
接查询保单信息，随时掌握保单配
送进度，省时省心。”平安产险新渠
道移动业务部总经理杨健表示，通
过平安直销车险微信平台，车主不
仅可以直接咨询车险服务，还可以
随时随地查询包括投保、理赔在内
的所有车险服务内容。以微信为平
台，平安直销车险微信服务号还会
不断升级完善新的功能，为广大车

主提供全方位服务。
据了解，通过此微信平台还可

以购买平安的多种意外险及家财
险，让消费者体验到更加便捷全面
的金融生活服务。像眼下中秋国庆
双节的旅游热，车主就可以通过平
安直销车险微信平台购买一份自驾
游保险，不仅提供人身意外伤害的
保障、境内紧急救援等，还有住院津
贴，甚至是在保险期间，行李物品或
旅行证件丢失也可以获得赔偿，而
获得这些保障只需要十几块钱。

多项增值服务便利车主生活
除了保险的购买、理赔服务

外，微信的增值服务可能是车主日

常使用最频繁的。以前车主查违章
都要到交管部门，或者各种网站，
往往会因查询不及时而导致一些被
套牌扣分却浑然不知，给自己带来
不少损失和麻烦。现在，动动手指
就能实现这一功能，所有的违章情
况了然于胸，大大便利了车主的行
车生活。

依托先进技术带来的便利还不
止这些，平安直销车险微信平台为
车主提供的平安客服门店、维修网
点查询也深受欢迎。这一功能通过
定位技术，直接为车主导航至最近
的平安门店及维修站，全国范围内
皆可实现。

作为新兴的交流工具，微信有
着自己独特的互动优势，可以让车
主随时随地与保险公司沟通，拉近
消费者与企业的距离，平安车险对
车主的服务触点也从面对面、网络、
电话等多放拓展到了手机端，为车
主提供更流畅便捷的服务体验。。

车险专家表示，随着国内车险
市场化的发展，未来竞争势必以服
务消费者为核心，平安直销车险平
台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车险服
务，将车险服务渗透到消费者的日
常生活当中。平安的这种创新服务
模式也带动着国内车险行业在市场
化道路上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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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七家升级分行涉及的城市列表

序号 分行名称 涉及的城市
1 北京分行 北京

2 济南分行
济南、烟台、潍坊、临沂、滨州、
东营、龙口、莱州、寿光、诸城

3 青岛分行
青岛、淄博、济宁、日照、威海、即墨、胶州、
桓台、乳山、荣成、文登、邹城、兖州、曲阜

4 郑州分行 郑州、安阳、许昌、洛阳

5 沈阳分行 沈阳、鞍山、抚顺、丹东、盘锦、东港

6 大连分行 大连、营口、瓦房店、大石桥

7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大庆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德
泉) 为进一步深化济宁市反
假货币工作，防范和打击制
贩假币违法犯罪活动，宣传
普及反假币知识，营造浓厚
的社会反假氛围，10月12日，
人民银行济宁市中心支行作
为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召
集人，组织召开了2013年全市
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同
时启动了“反假货币宣传月”
活动。

会议采取视频会议形式
在市、县两级召开。全市反假
货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
金融机构负责人及反假货币
工作联络员参加了会议。会
议指出，2011年以来，在市委、
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
确领导下，各成员单位认真
履行职责，相互协作配合，各
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

效遏制和打击了假币犯罪活
动的发生，为全市经济快速
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
环境。

会议总结了2011年以来
全市反假货币工作开展情
况，系统分析当前工作面临
的形势，安排部署了下一步
全市反假货币工作。下一
步，济宁全市将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反假货币长
效机制建设，确保反假货币
工作常抓不懈，逐步迈入制
度化、规范化轨道。同时，
始终保持对假币犯罪打击的
高压态势，将打击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公安部门组织专
门力量，层层落实案件查办
任务，加强案件的督办，做
到出重拳、抓源头、严打
击；人民银行将从落实反假
货币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发，

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
管；各金融机构要主动落实
法定义务，切实贯彻到日常
业务中去。相关部门将进一
步提高对制贩假币犯罪的警
觉程度和查处力度，切实加
大对假币犯罪的打击力度，
有效遏制假币犯罪高发的态
势。

此外，加大截源力度，全
面遏制假币犯罪势头，进一
步加强对毗邻地区流入渠道
的管控，建立多渠道反假货
币立体防控体系，建立重点
部位反假货币监测网络，加
强各环节的堵截和管控，切
断假币跨境贩运路径。同时，
灵活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的反假货币宣传
活动，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
为有效遏制贩假币犯罪活动
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济济宁宁市市召召开开反反假假币币联联席席会会议议
同时启动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对假币的鉴别应采取综
合方法，作为公众和百姓，
首先应该掌握以下四种方
法：

眼看：用眼睛仔细观察
票面外观颜色、固定人像水
印、白水印、安全线、胶印微
缩文字、光变油墨面额数字、
阴阳互补对印图案、隐形面
额数字、冠字号码大小等特
征。人民币的图案颜色协调，
图案、人像层次丰富，富有立
体感，人物形象表情传神，色

调柔和亮丽；票面中的水印
立体感强，层次分明，灰度清
晰；安全线牢固的与纸张粘
合在一起，并有特殊防伪标
记；阴阳互补对印图案对接
完整、准确；各种线条粗细均
匀，直线、斜线、波纹线明晰、
光洁。

手模：依靠手指触摸钞
票的感觉来分辨人民币的真
伪。人民币是采用特种原
料，有专用抄造设备抄制的
印钞专用纸张印刷，其手感

光滑、厚薄均匀，坚挺有韧
性，且票面上的行名、盲文
面额标志、国徽和主景图案
一般采用凹版印刷工艺，用
手指轻轻触摸，有凹凸感，
手感与摸普通纸感觉不一
样。

耳听：人民币纸张发出
的声音清脆响亮。

检测：检测是借助一些
简单工具和专用仪器进行钞
票真伪识别的方法。如借助
放大镜、紫外灯等。

链接：如何快速有效鉴别假币？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志诚
刘钦同 ) 10月9日，国网汶上县供
电公司完成了对10kV次直线、次西
线的改造工作，提高了线路的供电
能力和安全可靠性。

随着汶上县次丘镇经济的快
速发展，用电负荷也日益增加，现
有供电能力不能够满足其未来计
划用电需求。为此，汶上供电公司
将10kV次直线列入2012年农网改造
升级项目，并与近日全面完成此次
改造任务。

改造期间，该公司共完成更换
10kV次直线约1 . 5公里、10kV次西
线及次直线黄庄分支约1 . 4公里。同
时，将10kV次直线黄庄分支的负荷

转接到10kV次西线，调整了10kV次
西线的间隔，清除了10kV次西线与
10kV次直线的交叉跨越，从根本上
提高了10kV次直线、次西线线路供
电能力和安全可靠性，全力服务了
次丘的经济发展。

据悉，这只是汶上公司新一轮
农网升级改造的一个缩影，根据
2012年农网升级改造计划，该公司
将完成25各农网升级项目。目前，第
一批项目14项已完成，剩余第二批
项目11项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中。
新一轮的的农网升级后能够全面
提高汶上电网的供电能力，更好的
服务汶上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需求。

汶上供电 农网升级改造服务民生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媛媛) 12

日，第六期惠达投资大讲堂在凯赛
国际酒店举行。北京大学信息学院
高层培训中心投融资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银丰融金(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袁征教授现场讲授了
《医疗系统资本运作案例分享》讲
座。

袁征先生是我国最早参与中国
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之一，在中国
资本市场多个领域均有丰富经验，
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适合中国资本
市场特点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

“惠达投资大讲堂”是由济宁市

财政局、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市中小
企业局、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联
合主办，惠达投资公司承办的以资
本运营为主的高端财经讲坛。大讲
堂一直秉承着“开启创新引擎,汇聚
资本智慧”的理念，先后邀请到国内
多位知名教授和专家 ,分别讲授了

《创新思维》、《融资策划》、《企业资本
设计及价值成长》、《企业进入资本
市场的财务设计》、《民营企业股权
及公司治理常见问题》、《医疗系统
资本运作案例分享》6期专题讲座，培
训人员共1100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惠达投资讲授 医疗系统如何资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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