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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单位财务人员
准确掌握新版人民币的
图样特征和防伪知识点，
根据人民银行和浦发银
行济南分行2019年反假货
币宣传活动要求，11月15
日上午，浦发银行菏泽分
行在分行七楼会议室现
场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
活动，邀请在该行开户单
位财务人员三十余人参
加。

活动现场通过PPT及
视频播放的形式向单位
财务人员详细讲解2019版
新版人民币发行种类、外
观特征、材质、防伪特征
及新旧版人民币对比等
内容，对现金收付、假币

识别等知识点也进行了
常规的培训，并现场拿出
新旧版人民币让单位客
户观察对比，整体营造了
良好的宣传氛围。宣传过
程中，在该行员工生动有
趣的解读下，单位财务人
员被新版人民币的最新
防伪点所吸引，纷纷拿出
事先准备好的新旧版人
民币仔细端详，耐心认真
地进行对比学习。

通过此次宣传，增强
了单位财务人员对新版
人民币的认知度，对新版
人民币防伪知识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有效提升了
人民币反假技能。

(通讯员 付延辉)

浦发银行菏泽分行

对对单单位位客客户户开开展展

新新版版人人民民币币宣宣传传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加强
普惠金融工作，优化现金流通
环境、提升现金服务水平，人民
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从货币发
行、现金流通和现金服务入手，
探索构建以人民银行为主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力、人民
群众为主体的现金循环区域，
在辖区积极推进现金服务示范
区建设，努力实现安全、高效、
和谐的现金流通目标。

明确创建目标

全面提升服务

  为确保现金服务示范区创
建工作有的放矢、取得实效，
2019年初，人民银行菏泽市中
心支行制定印发《创建现金服
务示范区活动实施方案》，在菏
泽市部分县区均确定一个城区
的社区或街道办事处、县域的
一个乡镇开展现金服务示范区
创建工作。后来经过层层选拔
验收，截至目前，全市共创建现
金服务示范区4个，其中城区社
区2个，乡镇2个。

  与此同时，在金融机构网
点建设方面，人民银行菏泽市
中心支行持续推进现金服务标
准化建设，提高小面额人民币
和残损人民币兑换主办网点所
占比例，提升现金服务示范网
点建设质量，加大自助设备配
备力度以提高基础建设水平。
在面向社会方面，中心支行积
极构建以人民银行为主导，银
行业金融机构、重点用现企事
业单位、现金流通重点区域和
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现金服务
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和现金业务的精
准服务。

此外，通过创建现金服务
示范区，中心支行行引导辖内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宣
传力度，使广大社会公众更加
全面地了解人民币的有关知
识，提高爱护人民币、维护人民
币信誉的意识。

统一工作标准

提供全新服务

  在东明县东明集镇农村商
业银行，宽敞的营业厅整洁明
亮，左侧墙壁上方，整整齐齐悬
挂着五幅宣传牌匾，公示着《不
宜流通人民币 纸币》行业标
准、《不宜流通人民币 硬币》
行业标准等内容，门口叫号机
上，单独设置“小面额及残损人
民币兑换业务”选项，现金业务
窗口张贴着不宜流通人民币兑
换窗口”和“小面额人民币兑
换、预约窗口”标识。

该行现金部门经理介绍，
开展创建“现金服务示范区”
活动以来，网点实现了现金服
务公示内容、标识信息、宣传
材料、宣传用语和对外解释口
径，以及零币兑换、残损币兑
换和假币鉴定服务标准全面
统一，现金服务实现了新币直
通、零币直通、残损币兑换直
通、假币收缴及报警直通“四
个直通”。

“新币直通”指加大人民
币原封新券投放力度，确保营
业网点都能做到随时可以兑
换到各券别新票。“零币直通”

是加大10元以下尤其是1元小
面额人民币投放力度，确保群
众对小面额零币的兑换需求，
同时，开展与重点商户、行业

“结对子”活动，加强硬币自循
环。并配备纸硬币兑换一体机
等硬件设施，确保群众用零需
求。“残损币兑换直通”是加强
一线柜员纸、硬币不宜流通
人民币行业标准业务培训，
采取首问负责制，客户集中
缴存或兑换大量小面额人民
币，并在当天不能办理完该
业务时，征求客户同意后，采
取 临 时 封 包 制 或 预 约 兑 换
制。“假币收缴及报警直通”
是加强柜员人民币真伪知识
培训，与公安机关密切联系，
对制贩假币犯罪活动保持长
期高压态势。

下一步，人民银行菏泽市
中心支行将持续推动现金服务
示范区建设，优化现金流通环
境，促进菏泽市现金服务整体
水平的提升。

(人行菏泽市中支货币金
银科供稿)

普普惠惠金金融融担担使使命命  现现金金业业务务上上台台阶阶
人行菏泽市中支“现金服务示范区”建设成效初显

为保障菏泽社会公众更好
地使用“手机号码支付”功能，
人行菏泽市中支采取“四加四”
宣传方式，促“手机号码支付”
功能推广，效果初显。

一是“有奖竞答+签约让
利”，突出支付系统公益性和服
务性。菏泽市中支印制带有“央
行支付 中流砥柱”、“央行支
付清算”等字样的纸巾和毛巾。
现场宣传时，工作人员采取有
奖竞答的方式与现场观众互
动。同时，引导银行机构开展签
约手机号码支付业务即可享受
优惠。

二是“助农取款点+惠农
站”，突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一方面以助农取款点为依托，
构建农村支付系统宣传站。在
助农取款点开展“送支付知识
下乡”等系列活动。另一方面，

以“惠农站”为依托，构建城郊
支付系统宣传站。以惠农站”为
中心向城郊居民辐射支付系统
等知识。

三是“县域特色+民俗节
日”，突出支付系统宣传多样
性。辖区各县支行根据自身实
际和地方民俗特色，组织开展
宣传活动。如定陶支行“仿山庙
会”、“西瓜节”、“玖瑰节”开展
支付系统知识宣传；成武县支
行通过“金融扶贫三送”活动，
将手机号码支付等支付系统知
识送进贫困村、贫困户；巨野县
支行利用元宵节、3 . 15等节日
开展支付系统宣传；郓城县支
行选取山东华灵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瑞丰搪瓷制品有限公
司等大型民营企业，作为手机
号码支付业务的宣传对象。鄄
城县支行组织各金融机构到舜

王城中药材市场、郑营人发加
工车间、精准扶贫车间进行宣
传。

四是“宣传方式+宣传平
台”，构建支付系统长效宣传机
制。为扩大支付结算服务工作
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菏泽中支
强力打造多种宣传方式和宣传
平台开展宣传。

人行菏泽市中支通过“四
加四”宣传模式，截至3季度末
共发放宣传资料7000余份，现
场解答群众咨询12000余人次，
发放宣传品4000余份。通过宣
传手机号码支付业务推广效果
逐渐显现，“手机号码支付”功
能绑定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数
量为2596户，办理“手机号码支
付”业务笔数216笔，金额为
230039 . 47元。

(通讯员 黄金华)

人行菏泽市中支

““四四加加四四””宣宣传传推推广广手手机机号号码码支支付付功功能能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行“创
新驱动”战略规划，积极营造创
新氛围，激发全员创新热情，推
动工作管理创新，11月14日，中
国银行菏泽分行举办“点燃激
情，放飞梦想”创新创意大赛决
赛。

自7月份活动启动以来，全
辖员工踊跃参与，创新热情高
涨，全辖共提报34项与实际工
作紧密结合的创意项目，经过

各支行、分行各条线部门初选，
最终20项创意晋级决赛。

决赛开始前，中国银行菏
泽分行高级财务经理张培真做
赛前致辞，鼓励分行各业务条
线、各支行员工在各自岗位上，
积极参与创新工作、认真调研、
大胆构思，为变革发展献计献
策、添砖加瓦。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该行
营业部斩获一等奖，市中支行、

巨野矿区支荣获获二等奖；定
陶支行荣获三等奖；分行个人
金融部荣获优秀奖。

下一步，该行将以此次创
新创意大赛为契机，鼓励员工
加强学习，多思考勤动手，将创
新作为实现重点工作新突破、
打开新局面的有力抓手，在全
行营造出“全员创新”良好氛
围。

(通讯员 张平)

中国银行菏泽分行举办

““点点燃燃激激情情，，放放飞飞梦梦想想””创创新新创创意意大大赛赛
11月5日至7日，东明

农商银行东城支行联合策
划机构，开展了送电话、送
手表厅堂营销活动。

为切实做好此项工
作，该支行员工提前就开
始通过转发朋友圈、群发
微信好友的方式进行宣传
造势，当天晚上即添加微
信好友130余人。11月5日-
7日，连续三天，活动现场
火爆，营业厅排起长长的

队伍。全员合理分工，灵活
机动，充分发挥智慧柜员
机、低柜、高柜联动效应，
一人为开立银行卡、智e
通，一人激活手机银行、绑
定微信，一人宣传我行信e
贷、家庭备用金、收款码等
业务，现场采集客户信息
近2 6 0条，新增手机银行
220余户，意向贷款客户3
户。

(通讯员 师锐娟)

东明农商银行东城支行

厅厅堂堂营营销销活活动动见见成成效效


	P04-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