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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马凤海)

近年来，农行梁山县支行按照
“面向三农、服务三农”的市场
定位，依托中小企业贷款、农户
助业贷款、生产经营贷款和银
行承兑汇票，大力支持地方实
体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行把支持工业园区和中
小企业作为重点，组织人员对
工业园区的项目和全县的中小
企业进行地毯式的摸底调查，
按规模、按行业列出单子，明确
支持和培植重点。根据客户的
实际需求和不同情况，积极向
上级行汇报，适时推出了集体
土地抵押贷款、小企业简式快
速贷款、专业担保公司担保贷
款、小企业多户联保贷款等金
融产品，通过创新贷款方式，重
点支持了挂车、纺织、出版印
发、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的中
小企业，使全县36家中小企业，
新增利税3000余万元，解决返
乡农民工就业4600余人。

该行在充分调研信贷产品

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实施
差异化服务，加大中小企业贷
款投放力度。一是推行小企业
简式快速贷款、钢构厂房抵押
贷款、流动资产质押贷款、国内
保理贷款和订单融资贷款、银
行 承 兑 汇 票 等 金 融 产 品“ 套
餐”，以满足小微企业多元化金
融需求。除为贷款企业开立基
本存款结算账户外，积极为企
业办理企业网银、短消息服务、
电话银行、对公理财、代发工资
等业务。并针对小微企业传统
抵押物不足的特点，积极创新
担保方式，开展应收账款质押、
仓储质押等多种担保方式。二
是引进了省农行批准的专业担
保公司，对一些无抵押品、无联
保意向的企业，由专业担保公
司担保，拓宽融资担保渠道，使
企业尽快走出经济下行的影
响，特别是总产量占全国产量
四分之一的挂车生产企业、及
占全国销售额的三分之一的出
版物印刷企业、及轴承生产企
业，累计发放贷款250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耐菊
刘钦同 ) 12月4日一大早，

汶上县供电公司宣传人员就来
到服务区内圣都广场开展法治
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发放宣
传资料，旨在提高人人保护电
力设施意识，提升百姓合法、安
全、科学用电的能力。

为搞好本次宣传活动，该
公司周密策划，精心组织，联合
办公室、营销、安监等相关部门
及专业人员制作了电力设施及
安全用电方面的展板，准备了

《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
条例》、防人身伤害特别措施
3 0条、“致吊车等大型机械车
辆驾驶员和电力线路沿线居民

的一封信”、居民安全用电常
识、“家庭用电明白纸”及电力
微信交电费等十余种宣传资
料，涵盖了电力法律法规、电力
设施保护、安全用电等方面。

活动中，前来咨询的市民
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将逐一发
放资料，认真回答市民提出的
问题，详细解释用电疑惑，并积
极向市民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推广微信新型缴费方式，现场
演示账号绑定步骤。期间，一对
年龄稍长的大爷大娘来到活动
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在演示微
信，便开玩笑的说一句：“那以
后发红包方便了”，逗得大伙一
阵欢笑。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猛 )

为做好新版人民币100元纸币
宣传工作，担当社会责任，中国
银行济宁分行加大力度、拓宽
渠道，积极开展多元化的宣传
培训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行内宣传打基础。从出纳
机具升级，到人员培训，该行为
新版100元纸币发行做足了准
备工作。该行在全辖36家营业
网点摆放了新版人民币发行宣
传册、张贴宣传画，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宣传文字，确保客户
第一时间了解新版100元人民
币特征，了解其货币防伪识别
点。

户外宣传。新版100元人民
币发行前一天，中行组织员工
到济宁文化广场开展了发行前
宣传活动，重点向市民讲解“为

什么要发行2015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100元纸币”、“新版人民币
主要防伪特征”等内容，使公众
对新版100元纸币票面特征有
初步的感性认识，同时对新版
100元纸币的票面特征和公众
防伪特征有一定了解，以确保
新版人民币发行后顺利被公众
接受和正常流通。活动当天共
发放宣传单页1000余份、现场
答疑500余人次。

深入乡镇、农村开展集中
宣传。为进一步提高宣传效果，
近日，该行财务运营部联动当
地人行货币发行科一行10余人
来到偏远的湖区--微山县南阳
古镇开展宣传活动，宣讲普及
新版人民币常识，宣传过程中
以实物宣传为主，工作人员向
群众讲解新旧版100元人民币

的区别，并详细介绍了新版人
民币主要的公众防伪特征，特
别是光彩光变数字、光变镂空
开窗安全线等新增防伪特征的
主要特点，并解答群众提出的
有关反假等方面的问题。通过
此次宣传活动，该行员工与群
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倾听社
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场解
决了群众的困惑和实际问题，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济宁中行一系列宣传活动
以实现公众接受新钞、不拒新
钞为目的，增强了社会公众对
新版100元纸币票面特征和公
众防伪特征的了解，确保新版
人民币发行后快速被社会公众
所接受，保证了新币的正常流
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妍 )
11月26日，中国银行济宁分行
与中国人寿联合举办了“把握
健康未来 屹立财富前沿”感
恩回馈活动，邀请了70余名客
户代表参加。

活动邀请了国家人类基因
组北方研究中心(CHGB)陈荣
教授为大家现场做基因检测讲

解。基因检测作为一种全新的
健康理念，被认为是真正意义
上的疾病预测技术，通过检测
与疾病相关联的易感基因，结
合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等外来
因素，预知罹患某种疾病的风
险。基因检测对于延缓和预防
疾病的发生，延长人类寿命，
提高生活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另外，资深理财顾问高军

从风险的隔离、资产的保全、财
富的传承等方面为中高端客户
提供最新的家庭理财观念，并
结合“鑫易宝”财富规划和保险
保障双重功效，为大家带来了
财富规划的饕餮大餐，得到与
会客户的高度认可。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宇 任君
钊) 为加强优质文明服务，激发
网点一线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争先
创优意识，提升前台柜员服务意
识与业务素质，中国银行济宁分
行近期组织开展了星级柜员评定
工作。

11月28日、29日，中国银行济
宁分行组织开展了柜员英语测

试。全辖所有应进入星级柜员评
定的137名柜员均参加了测试，考
试成绩将作为评定星级柜员、创
先争优评定的重要考核指标。

此次星级柜员评定工作以
量化指标为主，以平价指标为
辅，通过柜台优质文明服务规范
水平、业务技能能力、客户评判、
柜员英语等四个大项，对柜员进

行量化考核，对全辖符合条件的
队员进行综合评定。该行每年举
办全辖柜员业务技能测定、柜员
英语测试，检验、提升柜员业务
技能，定期举办柜员手语、特殊
金融群体服务技能等柜员技能
培训，长期抓柜员技能提升，取
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了广大客户
的好评。

济宁中行开展星级柜员评定

感恩服务 回馈客户

汶上供电
开展“12 . 4”法制宣传活动

梁山农行
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程婷婷 )
11月26日上午，一位身份信

息显示湖北籍的客户来到建行
济宁嘉祥支行迎风路分理处，
要求办理储蓄卡开卡业务。分
理处当班柜员拿过客户交予的
身份证件与其本人相比照，初
看上去是有几分相像，但因为
是外地身份信息，所以更提高
了警觉性。

柜员询问客户：“请问是您
本人吗？”他回答是，并且身份
证上的个人信息也都背得很娴
熟。这时柜员打开新一代的客
户详细信息界面，发现客户近

期在外地办过建行银行卡，于
是再次咨询客户，“您最近办理
过建行卡吗？”客户回答“没
有！”随后柜员又一次询问客户
是否为本人，这时候客户显得
有些不耐烦，反问道：“怎么不
是？”可是，当柜员打开批量核
查的大照片，发现客户虽与身
份证上神似但细节上还是不一
样。最后，柜员用很确定的语气
对客户说：“不好意思，经核实，
这不是您本人，无法给您办理
开卡业务，请您谅解！”该行柜
员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成功堵
截了一起非实名制开户案件。

嘉祥建行成功堵截一起
非实名制开户案件

济宁中行加强新版人民币发行宣传

年终岁尾

银银行行卡卡““积积分分兑兑换换””需需谨谨慎慎
近日，市民王女士先后接收到两家银行客服热线发来的短信，内容显示客户可用其持有的银行卡积分兑换现金，需点

击网络链接才能领取。王女士没有办理过该行银行卡，电话询问银行客服得知，短信实为诈骗，银行从未做过积分兑换换现金
活动，如点击链接输入个人信息，卡内钱财可能被盗刷。

积分可换现金？
一查都是“钓鱼”

几天前，王女士的手机收
到了一条来自某银行的短信，
内容为她在该银行账户积分已
满1万分，可兑换620元现金礼
包，登录附送的网址链接进行
查询兑换。“我确实有一张该行
银行卡，一看已经积攒了这么
多积分，还有现金可以领取特
别开心，刚开始还真是信以为
真。”但王女士并未理会，暂且搁
置后也没有在意，随后几天又
接到两条短信才让她警觉起
来。两条短信是另一家银行的
客服电话发的，内容跟之前那
家银行所发的短信十分相似，
都是银行卡积分已满1万分，可
兑换现金礼包，最多993元现金，
短信均有网址链接，需登录操
作。“可是我并没有办理过这家
银行的卡，怎么也会收到一样
的短信呢？而且都是1万分积分，
我开始怀疑这都是诈骗手段。”

王女士点开一个链接，发现需
输入银行卡号、交易密码、身份
证号等个人信息，随后她拨打
两家银行客服得知，银行从未
给用户发送积分兑换现金的提
示短信，积分兑换没有直接给
现金这一说，网址不要轻易点
开。王女士这才发现差点上了
当，如果把个人信息全都输入
进去，卡里的钱可能就会被盗
刷。除了王女士，她的同事最近
也收到过不少类似诈骗短信，
积分兑换现金看起来确实挺有
诱惑力。

根据王女士收到的短信网
址链接，银行工作人员使用电
脑浏览器登录发现，两个网址
已被360软件标记为假冒网站。
其中一个钓鱼网址手机登录后
网页显示为“某行手机网”，做
得挺真，首页提示该行积分兑
换活动正在举办，按照积分的
5%兑换，如10000分可兑换500
元现金。点击手机银行(积分兑
换)下的储蓄卡用户和信用卡

用户，出现的是一样的页面，需
填写注册卡(账)号、6位数交易
密码、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等个
人信息后，才能查询积分并兑
换至银行卡中，填写信息必须
与开户账户一致，否则无法兑
换。

藏号难识别
网址用来“钓鱼”

某银行济宁分行信用卡部
门相关人士介绍，年终岁尾，也
是银行卡积分兑换高峰期，骗
子利用这一点进行诈骗。不法
分子使用软件修改号码群发诈
骗短信，让人误以为是银行客
服电话，附上假的银行官方网
址链接，用户在这个钓鱼网站
上登录输入个人信息后会被盗
取资金，“这样的诈骗短信被不
法分子做了藏号技术处理，让
被骗者看到的就是银行客服电
话，难以识别。”该人士表示，银
行很少或几乎不会做积分兑换
现金活动。

1、遇到发送网址链接需输入个人信息的短信，一定要拨打对应的银行客服电话进行核
实确认。

2、消费者在进行网上银行操作时尽量使用虚拟小键盘，可防范一定的网络风险。
3、鼓励尽量使用安全性能较高的芯片卡，减少盗刷风险。

(宗合)

如何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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