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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提高公众正确、合法使

用人民币图样的意识，人行平顶山市

中心支行开展违规使用人民币图样行

为专项整治“清风行动”，平顶山银行

快速响应，广泛组织辖区 48家营业网

点开展线下线上宣传活动，积极履行

地方法人银行的社会责任。

在宣传活动中，该行各营业网点

门头 LED 屏滚动播放“禁止制作、仿

制、买卖人民币图样”“严禁使用带有

人民币图样的祭祀用品”等宣传标语；

营业网点厅堂电视播放“宣扬文明祭

祀，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动画宣传视

频，向到访客户推广普及人民币图样

知识，使群众了解如何正确使用人民

币图样印制品。各营业网点工作人员

主动走出去，到商场、农贸市场、居民

小区发放宣传折页，讲解《人民币图样

使用管理办法》等知识，受到市民好

评。

下一步，该行将把“清风行动”落

实到日常工作中，将人民币知识宣传

列入常态化工作，通过对网点周边商

户、农贸市场摊主有效宣传和普及人

民币知识，提升市民爱护人民币、打击

违法印制买卖人民币图样的法律意

识，引导公众依法正确使用人民币图

样，切实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维护人

民币作为国家名片的信誉和权威。

（徐建华）

平顶山银行开展
人民币图样“清风行动”宣传

本报讯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

缅怀故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为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形成绿色、文明、低碳祭

扫新风尚，中国银行平顶山分行发出

绿色祭祀倡议。

树立生态殡葬、文明祭扫理念。

群众可通过家庭追思会、网络祭扫、鲜

花祭祀、植树祭祀等文明简约、绿色环

保的祭扫方式祭奠故人、慎终追远。

不购买和使用带有人民币图样祭

祀用品。不制作、不销售、不购买、不

使用带有人民币图样的祭祀用品，正

确使用人民币图样，维护国家货币形

象，共建文明、健康的人民币流通环

境，过好“绿色清明”。

提高防疫意识，安全有序祭祀。

群众要自觉维护祭祀场所公共秩序，

主动遵守疫情防控措施，科学合理安

排祭扫时间，错峰出行。

严防事故发生，共度平安清明。

现场祭扫群众要落实森林防火有关规

定，不携带火种、火源进山；不在公墓

内焚烧纸钱，燃放鞭炮；不在市区、街

道、广场、小区等公共场所焚烧祭物、

抛撒祭品。

文明家园，你我共建。让我们携

起手来，积极响应文明祭祀、共战疫

情、共享文明。 （杜娟）

提高防疫意识 文明安全祭祀

中行平顶山分行发出绿色祭祀倡议

平顶山银行工作人员向客户普及人民币相关知识 徐建华 摄

本报讯 为打击违规使用人民币

图样制售祭祀用品行为，近段时间，建

行平顶山分行根据人行平顶山市中心

支行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在全辖区开展违规使用人民币图样行

为专项整治“清风行动”宣传活动，普

及爱护人民币知识，引导群众不购买、

不使用带有人民币图样的祭祀用品。

各支行通过对外电子显示屏滚

动播放“在宣传品、出版物或其他商

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属违法行为”等

宣传标语，向公众宣传人民币图样使

用要求和注意事项，普及人民币相关

知识。

各支行在营业大厅公众宣教区摆

放人民币图样、反假宣传相关折页，向

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并介绍人

民币图样定义，宣传人民币图样使用

要求和注意事项，列举涉嫌违法、违规

使用人民币图样行为，提醒公众不购

买、不使用带有人民币图样祭祀用品，

倡导文明祭扫，自觉抵制仿人民币冥

币。

该行此次“清风行动”宣传，进一

步警示了不法商贩制售带有人民币图

样冥钞的违规行为，增强了群众文明

祭祀、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的意识，对

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维护金融市场

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陈超烽）

建行平顶山分行提醒
不购买、不使用带人民币图样祭祀用品

建行工作人员向客户宣传人民币相关知识 陈超烽 摄

本报讯 3 月 18 日，农行平顶山分

行鲁山县支行客户经理深入下汤镇袁

庄村考察项目时，来到青年农民燕盛鹏

家，看到房前屋后红花绿草掩映，门前

“五美庭院”的牌子格外醒目，院子整洁

美观，室内窗明几净，处处弥漫着农家

小院特有的淳朴气息。随后，在听了燕

盛鹏关于绿化苗木产业项目的介绍，并

表达了自己的资金需求后，客户经理当

即表示，同意为其提供农家乐“惠农 e

贷”作为支持。

一直以来，该行牢牢把握全县“美

丽乡村”“五美庭院”创建新机遇，下好

乡村振兴战略“先手棋”，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按下“快进键”，充分发挥乡村绿色

产业辐射面广、参与度高、带动性强的

特点，做到“一村一品一画一风情”，积

极支持乡村富民行动。

农家乐“惠农 e 贷”是该行充分利

用互联网和大数据，针对鲁山县农家乐

经营户制定的“惠农 e贷”新模式，即依

照风景名胜区、美丽乡村、休闲生态农

业的相关要求，重点扶持在该县重点景

区周边和美丽乡村、休闲生态农业集中

区域的农家乐及农家宾馆、酒店经营项

目，批量化、标准化、模式化发放农家乐

贷款，有效降低农家乐经营户的融资成

本，更好地服务全县旅游产业发展。

该行投放农家乐“惠农 e 贷”采取

入户走访、村“两委”推荐、团队考察相

结合的方式，经营能力强、家风好、勤劳

能干、乡邻和睦、人品信用好、履约意识

强的农家乐老板方可得到扶持。同时，

该行抓好农户信息建档基础工作，现已

在全县 400 多个村 2000 余家农户中开

展信息建档，共为有资金需求的农户投

放“惠农 e贷”300多笔、金额 3000余万

元。

此外，为解决林果业种植大户、养

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该行积极与人民

银行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就银政

合力达成共同意向，创新推出“林果贷”

“香菇贷”“蔬菜贷”等系列产品。据初

步统计，该行已投放“林果贷”2000余万

元，扶持库区乡和磙子营乡等乡镇蓝莓

种植 2000余亩。 （陈海 石晓燕）

扶持乡村游“贷”来农家乐

农行鲁山县支行为农家乐经营户定制“惠农 e 贷”

本报讯 日前，一男子来到中

行平顶山分行东区支行网点办理

业务时被发现账户异常。经该行

工作人员敏锐识别并及时与公安

机关沟通联系，牵出了一个利用银

行卡洗钱的犯罪团伙。

当天，一男子来到该行东区支

行网点，称自己的银行卡无法取

钱，要求查询原因。大堂经理查询

后发现男子账户“交易受限”，且账

户已全额冻结，冻结备注和冻结机

构显示，该账户极为符合中行电诈

模型拦截的涉诈账户。该行工作

人员怀疑其利用银行卡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遂进行更为详细的查

询。经查，该账户自 2021 年 12 月

30日开户至 2022年 1月 4日，交易

对象众多，高达 200 余人，交易量

累计 500 余笔，人民币总金额 300

余万元，且男子口述工作单位与其

身份不符。随即，该行工作人员将

这一情况告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

大队。

经研判分析后，市公安局治安

管理大队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传唤

和审问，有效发现一起利用银行卡

洗钱交易的犯罪团伙案件。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对于该异常账户的及时反应，

充分显现中行平顶山东区支行严

格执行各项监管措施、精准识别违

法犯罪活动的业务能力。该行将

继续秉承“承担社会责任”理念，坚

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维护

社会治安稳定贡献中行力量。

（腾飞）

中行平顶山东区支行:
识别异常账户 打击电信诈骗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振精神、

凝聚力量，让争先创优成为风尚，

近段时间以来，工行平顶山分行紧

紧围绕经营管理中心，积极开展

“争先进 树典型 立标杆”评选活

动，深入挖掘身边先进典型事迹，

大力宣扬争先树优进位思想，持续

汇聚转型发展磅礴力量。

激发模范意识，争当先进标杆

榜样。该行持续推进党建与经营

管理深度融合，组织开展“争先进

树典型 立标杆”评选活动，深入发

掘党支部党员在工作中的突出先

进典型事迹，做到按月评选，定期

汇总宣传，树立先进标杆，充分激

发党员模范意识，切实强化队伍争

先思想，更好引导全体员工积极投

身营销攻坚工作。

深化党团共建，共创争先树优

新风。在做好党员“选树”的同时，

该行切实深化党建带团建作用，积

极指导团委贯彻落实“全行争优树

典立标杆精神导向”工作，支持帮

助团委组织青年员工积极参与先

进人物与事迹评比表彰活动，并编

发活动简报，激励青年员工在各项

工作中实干争先，奋发有为，切实

做到以标杆为榜样，始终冲锋奋战

在党委号召的各项重点工作最前

沿。 （王水记）

工行平顶山分行:
深化党团共建 共创树优新风

2022 年 3 月 30 日晚，体彩排

列 五 玩 法 第 22079 期 开 出 号 码

85432，平顶山购彩者喜中头奖 10

万元！

此次中奖出现地位于平顶山

市 新 华 区 编 号 4104020213 实 体

店。据店主回忆，中奖者陈先生

（化姓）并没有采用一般购彩者的

随机投注方式，而是选用了一种

直选组合复式的方式进行选号投

注 ，大 大 提 升 了 中 出 大 奖 的 概

率。

直选组合复式与直选投注的

不同在于，直选组合复式的投注

优势在于选出的号码与开奖号码

一致的同时不要求其排序方式。

比 如 某 一 期 排 列 5 开 奖 号 码 为

43521，按照体彩排列 5游戏规则，

购彩者只有按照顺序购买 43521

才能中 10万元大奖。但是如果采

用直选组合复式的投注方式，投

注 12345 也可中 10 万元大奖，虽

然从顺序上来说，号码与开奖顺

序并不一致，但因为投注是直选

组合复式投注的原因，只要号码

正确，便可不要求开奖号码顺序

（对子除外）。

此次中大奖的陈先生正是采

用了这种投注方式，大大增加了

自己中大奖的概率。陈先生是体

彩概率游戏忠实的购彩者，在游

戏玩法和号码投注上面都有自己

独特的理解，此次投注也是自己

思索好久才下定决心的。

笔者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

购买彩票属于生活调剂品。理性

购彩，减少大额投注，才是我们希

望看到的。

（杨飞）

平顶山购彩者排列5中出头奖10万元

本报讯 据 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

面对“征信修复”骗局，相关部门再度出

重拳打击。3月 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通知指出，为进一步提升信用服务

机构诚信经营水平和信用服务行业公

信力，将依托信用服务机构失信问题专

项治理机制，重点开展“征信修复”问题

专项治理，要求到 2022 年 6 月底，各地

方 专 项 治 理 台 账 退 出 率 力 争 达 到

100%，此后严格保持动态“清零”。

发改委本次专项治理对象主要是

假借“征信修复”“征信洗白”等名义，通

过虚假宣传、教唆无理申诉、材料造假、

恶意投诉等手段骗取钱财或个人信息，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市场主体。

一位城商行风控部门人士向记者

透露，这类“征信修复”行骗机构之所以

“活跃”，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征信修

复”广告无孔不入，消费者稍不留神就

会掉入骗局；二是针对消费者急于修复

洗白个人信用的心理，运用大量骗术令

他们上当；三是某些行骗机构的欺骗套

路已形成产业链操作，将自己包装成法

律援助、咨询、财务顾问等，提供从“征

信修复”到债务优化，再到代理投诉一

条龙服务，令消费者更容易受骗。

记者获悉，为强化对“征信修复”等

骗局的打击力度，此次发改委主要治理

措施将包括“建立台账”“重点监管”“集

中公示”“打击虚假宣传”“跟踪监测”

等，对于纳入专项治理台账的治理对

象，地方各级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要

向监管部门发送监管提示函，经查证属

实的，要建议登记管理机关对其作出撤

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将行骗者逐出市

场。对于参与“征信修复”违法违规活

动的信用服务机构，地方各级信用体系

建设牵头单位不得与其开展任何形式

的合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征信修复”

骗局遭遇更加严厉的监管，代理投诉等

违规现象也将随之得到有效遏制。

“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大量代理投诉

信件，内容无外乎要将投诉函向媒体或

相关部门曝光等，要求我们要么豁免某

些贷款逾期者的本金利息，要么协助他

们修复个人信用。”一位信用卡机构业

务运营部门主管透露。

多个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客服部门

总监向记者透露，目前针对代理投诉乱

象，一些地方部门主要采取吊销其营业

执照等处罚措施。某些不法分子对此

采取狡兔三窟策略，他们会同时注册多

家咨询机构，一旦某家机构被吊销营业

执照，他们就转入另一家咨询机构继续

行骗。“因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方法

院等相关部门，对这类‘征信修复’骗子

与代理投诉违法分子加大查处力度，促

进消费金融市场秩序规范发展。”他直

言。 （陈植）

有效遏制代理投诉等乱象

发 改 委 重 拳 打 击“ 征 信 修 复 ”骗 局

据新华社香港 3 月 30 日电

（记者刘明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30 日表示，香港拥有中

央支持，在金融领域别具优势，不

论海外投资者或市民都应对香港

抱有信心。

林郑月娥当日举行抗疫记者

会，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

长许正宇出席。

林郑月娥说，严格的外防输入

措施纵然影响外资信心，但为避免

香港成为防疫缺口，特区政府必须

坚持推行有关防疫措施。

她认为，外资对香港的信心不

应该是短暂或一朝一夕的，目前没

有一个经济体或城市能如香港般

在金融领域拥有中央的支持，外资

的信心应基于香港本身、“一国两

制”以及中央对香港的态度，相信

外资能看到香港仍是生财之地。

她说，在疫情缓和后，特区政

府在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在 3 月 21 日公布取消 9 个国

家的航班“熔断机制”，其后也增加

了一些检疫酒店房间，以及对航空

公司航班或航线的“熔断机制”做

了一些理顺工作，稍为恢复海外人

员的往来。

许正宇在会上表示，疫情下的

香港金融市场运营有序，投融资及

交易活动依然活跃。3 月以来股

市 的 日 均 成 交 额 约 为 1800 亿 港

元，沪深港通北向及南向日均交易

金额则超过 1000 亿人民币及 420

亿港元，全部接近或高于去年第四

季的数字。这说明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依然高效运作，为国家及

全球参与者提供必要的投融资、定

价及风险管理等关键金融服务。

许正宇指出，环球市场近来出

现各种风险事件，香港市场展现出

强大的韧性及稳健的根基，交易、

结算及支付等重要环节并无出现

问题或任何系统性风险。香港目

前的外汇储备占本地生产总值超

过 130%，也是港元货币基础的近

1.8 倍，是香港货币及金融稳定的

“定海神针”。无论面对疫情冲击

或其他宏观风险事件，香港都有十

足信心维护货币及金融稳定。

他说，在抗击疫情的当下，我们

会坚守金融稳定，持续为业界提供

支援。我们也会放眼未来，不断思

考及落实更多有利业界发展的措

施，巩固和培育香港金融人才库，推

动香港金融发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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