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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航天天纪纪念念币币建建行行农农信信社社都都能能兑兑
10日已开始预约，12月14日还有现场发行

泰山农商银行扎实开展“千家企业百日行”活动

本报泰安11月11
日讯(记者 赵兴超)

在越来越多的人
知晓信用卡密码及
背后三位数字重要
性的同时，信用卡背
面签名却很少有人
注意。可能有人担心
因此泄露个人姓名
等信息，但如果不签
名，带来的麻烦会更
多。

“您有没有在信
用卡背面签名？”“为
什么要签名？卡是我
的还签什么？”9日，
在东岳大街一家银
行网点，大堂经理王

女士提醒市民在信
用卡背面签名，却被
反问一句。没在信用
卡背面签名，是许多
持卡人的现实情况。
在发卡时，银行都会
提醒市民签名，而实
际做到的寥寥无几。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国外签名更重
要，没有签名的用卡
消费很可能被拒绝。

对于持卡人担
心的泄密问题，银行
工作人员建议，可以
尽可能使用相对个
性化的签名，不容易
被模仿也不容易被

看出。如果信用卡背
面有签名，在不慎被
ATM机吞卡时，持卡
人万一忘带身份证
件，通过核对签名笔
迹也是一种取回卡
片的救急方式。

把信用卡和身
份证单独放置，不放
在同一个钱包内，是
避免信用卡丢失后
被仿冒签名的一个
好办法。另外，信用
卡背面签名的要求
是清晰可辨认，这也
就要求持卡人使用
圆珠笔等不容易模
糊笔迹的笔签字。

信用卡背面无签名

到国外没法消费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赵兴超) 从10日
起，新一轮纪念钞在泰安
发行，本轮纪念钞为中国
航天纪念钞，与刚刚结束
的抗战七十周年纪念币相
比，不仅增加了可兑换的
金融机构，还有纪念钞和
纪念币两种选择。除预约
兑换外，12月14日到16日
还可以现场发行。

10日，记者从在中国人
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了
解到，11月26日起中国航天

普通纪念币、中国航天纪念
钞(以下简称航天币、航天
钞)将在泰安市公开发行，
本次航天币、航天钞采取预
约发行方式和现场发行方
式两种方式发行。本次泰安
辖区航天币公开发行数量
为34万枚、航天钞公开发行
数量为100万张。其中，建设
银行泰安分行航天币发行
量27 .2万枚，航天钞发行量
80万张。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泰安办事处航天币
发行量6 . 8万枚，航天钞发

行量20万张。
本次发行方式分为预

约发行和现场发行，预约
方式分为网上预约和现场
预约。预约发行由建行泰
安分行所属45个营业网点
承担。预约期为11月10日
至11月25日，兑换期为11
月26日至12月16日。办理
网上预约或现场预约时，
均须登记公安部门认定的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及联系
方式。预约期内，公众按先
到先得原则预约登记。一

个网点可兑换数量预约完
毕，则该网点预约结束。预
约期结束后如仍有剩余，
调整为现场发行。

现场发行由建行泰安
分行各网点和农信社泰安
200个营业网点共同承担，
现场发行时间为12月14日
至12月16日。兑换期内，公
众必须持在预约系统登记
的有效身份证件到约定的
网点办理兑换业务。兑换
期满未能按约定兑换的，
取消兑换资格。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记者
赵兴超) 6日，市民胡女士给手机
中安装的支付平台升级时，误入钓
鱼网站，从网上找来的客服电话也
是假冒，被骗走三千七百元。

6日下午，刚刚睡完午觉的胡
女士，看到手机有一条短信，提示
她的支付宝需要升级，点击链接
后，手机提醒网站有风险，建议她
关闭。胡女士退出了升级，但又不
放心支付安全，因为她有强迫症，
只要是软件提示需要升级了，她必
须当天升级。

胡女士又从网上输入了“支付
宝人工客服电话是多少”的关键词，
搜索到了一个所谓客服电话。对方
告诉她，支付宝需要升级，不然她的
账户就可能被盗。一听有被盗风险，
胡女士慌了神，在对方“指导”下，先
后通过汇款汇出三千七百多元，直
到支付宝内没了余额，自己还想不
起来到底怎么被忽悠的。晚上儿子
回家后，胡女士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才在儿子提醒下醒悟过来，而转出
去的钱早就不知去向。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近期以支
付宝等支付平台“升级”为诱饵的诈
骗方式流行起来，随着支付宝使用
人群扩大，一部分中老年人更是难
以防范。这类诈骗主要通过虚假客
服电话、木马短信链接、虚假网站等
进行诈骗，中老年人识别困难。

本报泰安11月11日讯
(记者 赵兴超) 8日，一
位市民到ATM机取款时，
发现之前用机器的人忘记
拔卡，他又不知道该如何
处理是好，索性眼睁睁看
着机器把卡吞掉。银行工
作人员表示，遇到这种情
况，此举不失为一种妥善
的办法，如果取出卡，也不
能离开摄像头视线。

8日晚上，一位市民在
泰山大街一处ATM机取
款时，发现前面来取款的

疑似一对情侣，忘记把银
行卡带走。该市民拿出自
己的卡想操作时，才发现
这个问题。追出门去时，之
前的情侣已经找不到。该
市民返身回到ATM机前，
考虑了半天，最终决定不
动银行卡。等了几分钟后，
市民不见有人回来取卡，
机器到了设定的自动吞卡
时间吞了卡，他才敢继续
操作。

“这种情况，该市民的
做法也算是一种正确做

法，没有错误。”泰山大街
一处农业银行网点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机器自动吞
卡后，会把银行卡保存在
专门的一个空间，负责管
理ATM机的工作人员也
会收到短信通知。等持卡
人携带有效证件到银行
后，可以取回银行卡。

而如果市民遭遇这种
情况，除了眼睁睁看着银
行卡被吞，还有其他办法
吗？银行工作人员表示，目
睹银行卡被吞虽然是独善

其身的一种办法，但给持
卡人也带来了麻烦，一般
只能等到第二个工作日才
能取卡。市民遇到这种情
况，如果找不到前一个持
卡人，可以取出银行卡，手
拿银行卡不离开ATM机
监控的范围，先拨打客服
热线由银行派人来取，再
等待一会可能持卡人就会
回来了。需要注意的是，一
定不要进行查询、存取款
等操作，会被判定涉嫌非
法侵占他人财物等罪名。

支付平台来短信
假升级真骗钱

有有人人忘忘拔拔银银行行卡卡我我该该咋咋办办
等机器吞卡也是办法，替人保管卡别离开监控视线

为积极适应新常态，构建稳定
合作关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9月至10月，泰山农商银行扎
实开展“千家企业百日行”活动。截
至目前，该行通过开展实地走访活
动，对辖区内88家企业进行了集中
走访，对企业经营现状和融资需求
进行了深入了解，为下一步银企双
方开展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确责任目标，精心安排部
署。统一思想认识。该行召开关于

“千家企业百日行”的专题推进会
议，认真学习了泰安银监分局相关
实施方案，统一了思想认识。加强
组织领导。该行成立了由董事长任
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总行部

室经理、公司部经理和高新区支行
行长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统筹部署
本次走访活动，确保活动见到实
效。制订走访方案。该行立足自身
实际，认真梳理自身客户和目标客
户，科学制定实施方案，提高了走
访企业的针对性，为深入开展“千
家企业百日行”活动铺平了道路。

开展走访活动，扎实稳步推
进。开展走访活动。该行公司部经
理和高新区支行行长带领客户经
理采取“实地考察为主，访谈座谈
为辅”的走访方式，及时掌握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的资金需
求，认真听取了企业对该行金融服
务的建议和诉求。了解企业需求。

通过走访考察，着重了解企业的生
产经营、产品销售、盈利模式及财务
状况等基本情况，深入了解企业的
经营现状、资金需求、企业发展愿景
以及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对于企业
提出的问题和需求计划，走访人员
都做了详细解答并认真做了记录。
宣传产品和服务。走访人员积极向
企业宣传泰山农商银行的产品和服
务，重点宣传了该行的“主办行”制
度、特色信贷产品、个性化金融服务
方案和政策以及电子银行产品等
业务。让企业了解该行的产品和政
策，并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服
务，帮助企业制定融资计划。

创新产品服务，解决实际问

题。实施“无缝”对接，解决企业“融
资难”。对于经营正常，暂时出现资
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该行承诺做到

“不抽贷、不压贷”；对于贷款即将
到期的企业主动提前上门服务，实
行限时办贷，“无缝”对接，减少客
户融资成本和财务负担，保证企业
现金流正常运转。截至目前，累计
发放“无缝”对接贷款企业173户、
金额18 . 33亿元，为企业减少融资
成本188 . 39万元。大力推行“主办
行”制度，解决企业“融资贵”。该行
通过与企业签订《银企合作协议》，
合理利用贷款驱动、结算服务、产
业链业务延伸三种服务模式，采取
一户一策，私人定制，科学考量等

措施，根据客户存贷比、存款归行
率、日均存款等综合贡献度，给予
客户“私人订制”的优惠幅度。截至
10月末，该行已签订“主办行”协议
客户13户，授信总额16060万元，累
计发放贷款余额11399万元。实施
小微贷技术，解决企业“融资慢”。
通过贷款调查，仔细收集客户现金
流水、银行对账单、供货单、销货
单、工资单、电费单、租赁合同等一
手资料，运用小微贷款技术，实施
交叉验证，加强对客户现金流的分
析，提高审批效率，最快3天完成贷
款发放。截至10月末，累计发放小
微企业贷款1175户，金额27 . 71亿
元。 (韩翠贞、孙崇祯)

泰安市农村信用社“千家企业百日行”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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