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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成武县支行

加加强强““反反宣宣币币””宣宣传传 提提高高群群众众识识别别能能力力
6月13日全国低碳日当天，

中国人民银行成武县支行围
绕“低碳日 金融行”的主题，
开展“守住钱袋子”宣传活动，
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广泛参与
低碳行动，培育引领低碳新风
尚。

13日上午9时30分，该行分
管行长带领宣传人员一行7人，
先后来到蓝水湾、广场开展集
中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通过张
贴宣传广告、散发宣传资料，设
立现场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
等多种方式，与市民零距离交

流，详细讲解目前流通的第五
套人民币真伪鉴别方法、犯罪
分子常采用的人民币造假方式
等，帮助前来咨询的市民及时
掌握识别假币知识，打击“反宣
币”，拒绝使用“反宣币”等内
容。

此次宣传活动共向群众发
放宣传资料500多份，接受群众
咨询100多人次，得到群众的热
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通讯员 许璇）

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消费
者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抑制盲目投资冲动，远离非法
金融活动，普及防范非法集资
知识，提高相关人员执行防范
非法集资内部控制制度的自
觉性，根据人民银行菏泽市中
心支行工作安排，6月1日起，
菏泽农商银行积极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普及金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宣传活动，有针对性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活
动。

坚强领导，制定方案，确保
宣传活动效果。为确保宣传活
动快速实施，该行制定了宣传

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印制
宣传资料，总行与支行协作共
同推进。

提高认识，营造氛围，积极
开展宣传活动。使全员认识到
普及金融知识的宣传既是对金
融消费者远离非法集资知识的
普及教育，也是对该行防范非
法集资工作的督促。该行要求
全员要以此为契机，提高低净
值人群防范和远离非法融资的
意识。

采用多种宣传方式，扎实
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在8 0家网点悬挂横幅、
LED电子屏滚动播出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标语。在大厅显眼位
置摆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资
料，在闲暇时间由大堂服务人
员向客户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
识，提高群众的防范和远离非
法金融意识。

此外，“金融夜校”与业务
营销相结合，深入超市、社区、
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进行宣
传，截止到6月14日，共开办金
融夜校160场，业务营销45个
村、25个社区、5所小学和5个小
型超市，出动流动宣传车10场
次，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达到
家喻户晓。

（通讯员 姜连义）

菏泽农商银行

多多形形式式普普及及金金融融知知识识，，守守住住百百姓姓‘‘钱钱袋袋子子’’

近日，华夏保险菏泽中支
赔付一起重疾案件，累计赔付
金额为20万元，专业的理赔服
务得到客户的认可。

据了解，家在菏泽市定陶
区的聂女士，2015年10月为儿
子计先生投保一份常青树重
大疾病保险，保额20万元。然
而在2018年3月 ,计先生因身
体不适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

星形细胞瘤 , 5月因病不幸离
世。

后来，聂女士想起为儿子
生前购买过华夏保险的产品，
于是拨打95300客服热线申请
理赔。华夏保险菏泽中支理赔
人员接到报案后，对客户家属
表示慰问并展开调查，确认计
先生所患疾病符合保险合同重
疾条款规定。随后，理赔人员指

导聂女士办理理赔申请手续，
经总、分公司审核结案后，很快
将20万元理赔款汇至聂女士账
户。

日前，聂女士将一面印有
“华夏速赔 情系客户 承诺
保障 一言九鼎”的锦旗送至
华夏保险定陶支公司经理杜红
云手中，向她表达了感激之情。

（通讯员 李海建）

为向在校大学生提供社
会实践和勤工俭学的机会，
使在校大学生走进工行、体
验职场，工行菏泽分行按总
省行统一部署，近期组织实
施“工银星航”暑期实习生项
目，在校大学生暑假期间可
在工行各营业网点实习，优
秀大学生可获得直通校招的
机会。

前期，该行总行通过线
上多渠道进行了宣传，为进
一步扩大宣传效果，鼓励本
地高校大学生参与该活动，
该行多次到菏泽学院进行宣
传沟通，让菏泽学院在校大
学生了解工行概况、企业文

化以及工行为2019年应届毕
业生提供的相关优惠政策，
吸引了众多学生报名。该行
根据专业相关度，向省行推
荐了近百名优秀大学生名
单。

据了解，工行以其良好
的品牌形象和员工认可度连
续十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
最佳雇主”称号。“工银星航”
暑期实习生项目的实施，不
仅彰显了该行社会责任、受
到在校大学生高度赞扬，也
为该行增强校园招聘竞争
力，提前锁定优秀人才奠定
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陈工）

成武县人民银行工作人员

向市民讲解假币识别知识。

华夏保险菏泽中支

快快速速理理赔赔2200万万元元 获获赠赠锦锦旗旗

工行菏泽分行

开开展展““工工银银星星航航””暑暑期期实实习习生生项项目目

6月22日，农行菏泽分行成功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
建功新时代”青年突击队主题报告会。来自全市农行各支行12
支代表队以情景剧、音乐剧、演讲、三句半等多种形式，汇报了
各行青年突击队在服务社会、服务客户中的先进事迹、典型经
验和创新做法。各代表队选手感情充沛、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农行员工青年员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和靓丽
的青春风采。 通讯员 王磊 王文辉

农行菏泽分行

青青年年突突击击队队主主题题报报告告会会
展展员员工工风风采采

如今，扫码支付成为越来
越多市民的支付选择，不论逛
街吃饭还是买菜购物，付款收
钱扫一扫，出门一部手机足
矣。但是您知道吗？在方便的
同时，二维码支付也可能被不
法分子设下陷阱，像什么“扫
码领红包，2000元瞬间被盗”
等安全问题屡见报端，不得不
引起大家的警惕。

(一)偷换二维码骗局

有商家遇到过这样的事：把
收款二维码贴在店门外，可顾客
付的款怎么也收不到，一检查发
现二维码竟然被更换了。大部分
商家都使用店主的微信或支付

宝进行收款，店员难以在第一时
间确认钱款是否到账。一般情况
下，店员确认了顾客付款页面
后，便认定顾客已付款，这就给
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建议：作为消费者，付款
前最好与商家确认一下二维
码，以免因误转而产生纠纷；
做为商家应妥善保管二维码
图片，扫码支付应当场查验确
认支付成功。同时建议最好是
由商家扫描消费者手机形成
的动态二维码，更安全！

(二)病毒植入骗局

由于制码技术几乎零门
槛，有些不法分子会用他们打

印出来的含有病毒程序链接
的付款二维码偷偷换掉商家
原本贴出的二维码，让消费者
扫码后手机中毒，导致重要个
人信息泄露；更有不法分子和
诈骗犯会在一些诸如停车场、
水电煤气缴费处等场所张贴
二维码，消费者扫码被盗刷现
象时有发生。

建议：陌生人发来的二维
码不要随意点击，而且尽量不
要拿手机扫别人的静态条码，
而是要让别人扫你的手机。那
种事先贴在墙上的二维码是
静态的，安全性远低于手机上
实时生成的动态二维码。
(菏泽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提供)

二二维维码码支支付付安安全全小小提提示示

今年以来，郓城农商银
行以贯彻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坚持审慎经营理念，积
极整治市场乱象，强化舆情
监督，维护农商银行规范崭
新社会公众形象。

一、加强领导。该行把
舆情处置工作纳入重要工
作日程，成立以党委书记、
董事长为组长、各党委成员
为副组长、各部室经理为成
员的舆情处置领导小组，结
合整治市场乱象、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工作，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活动，注重社会舆论的影响
力。

二、正确引导。2月9日，
组织学习十九大、新年新谋
划-党支部主题活动；4月17
日，组织大学习大讨论合规
文化培训；5月9日，组织员工
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冀鲁豫

革命纪念馆；5月15日，开展
合规管理深化年大学习活
动；6月2日，召开挎包精神座
谈会，一系列正能量的活动
开展，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
人生价值观，过好权力观、
金钱观、人情关，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增强勇于担当的
社会责任；强化合规文化建
设，增强全员工作自信、生
活自信、制度自信、信仰自
信能力，促进全员提升合规
意识，增强遵纪守法、人人
合规的自觉性。

三、严管队伍。该行加
强通讯报道与舆情工作培
训，聘请专家针对网络信息
化规范管理、大网络与新闻
宣传工作关系等进行解读，
培训宣传队伍，营造良好舆
情环境，加强舆情监督，不
断巩固宣传舆论阵地。
（通讯员 韩修良 冯为国）

郓城农商银行

强强化化舆舆情情管管理理 防防控控声声誉誉风风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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