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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帮助更多贫困地
区学龄儿童实现“上学梦”，今年

“99公益日”期间，中国工商银行
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
腾讯公益平台发起了“爱心助学

‘工’益有你”希望工程1+1助学
项目募款。活动吸引了 262 支
爱心队伍、8200余名爱心人士的
踊跃参与，共募集善款 47.23万
元，其中工行捐款20万元，腾讯

公益配捐2.2万元。
本次公益募款活动由中国

工商银行团委牵头组织。工行
团委精心准备了宣传文案，并在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微信公
众号“中国工商银行”“青春进行
时”行内WiFi登录界面广告、融
e联公众号等多渠道进行宣传发
动；希望工程代言人、工行员工

“大眼睛”苏明娟，特地录制了语

音，呼吁更多人投入到公益中来。
活动期间，工行各级团组织

积极响应号召，纷纷自发组建爱
心团队，向广大青年员工及公众
宣传募款活动。“99公益日”是由
腾讯公益发起的互联网公益日，
旨在积极整合线上线下公益资
源，推动网络公益成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此次依托“99公益日”发起公益

筹款项目，是中国工商银行在履
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又一次有益
探索与尝试。

接下来，工行团委将联合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跟踪善款
落实情况。同时，也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鼓励更多的青年员工
投身公益，在践行社会责任中进
一步树立中国工商银行的良好
公益形象。 （王水记）

爱心助学“工”益有你
工行组织99公益日活动

本报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工商银行紧紧围绕实体经
济企业在直接融资、跨市场风险
管理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领域
的需求，积极提供债券承销、避
险服务、代客交易等一系列金融
市场服务。截至今年上半年末，
工商银行的债券承销、债券投
资、离岸人民币做市交易规模等
金融市场核心业务已连续五年
位居国内同业首位，为实体经济
转型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提
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按

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工行
主动适应金融脱媒与企业降杠
杆的趋势，围绕国民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积极开展债券承
销业务。其中，工行通过支持企
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各类债券，
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据统
计，五年来工商银行累计承销发
行各类债券规模近4万亿元，累
计新增投资各类人民币债券约4
万亿元，承销和投资规模均居国
内市场首位。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带
来的跨市场的资金运营和风险

管理需求，工行通过构建横跨境
内外多个市场、连接本外币多个
币种、提供利率、汇率及商品等
多种避险工具，积极支持企业客
户开展投资交易、风险管理、资
金运营，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进
行多元化资产配置。其中，工行
在国内金融业中首家推出“一带
一路”及新兴市场 80 个币种的
外汇买卖，建成了国内领先的覆
盖所有主流衍生品的自主定价
模型，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提供跨
币种、跨市场的金融服务支持。

在推进金融市场服务全球
化布局方面，工行不断建立健全
全球运作体系，覆盖 13 条产品
线、多个币种，实行24小时集中
运营，是首家搭建全球离岸人民
币外汇24小时做市平台的中资
银行，在中资银行中首家实现多
银行电子交易平台开展离岸人
民币做市交易，做市业务量在中
资银行中排名第一。工行还自
主研发完成了国内首创的金融
市场交易管理平台（FMBM），实
现境内外金融市场业务的一体
化管理。 （王水记）

工行金融市场业务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本报讯 日前，刘女士将一
面写着“热心助人 品德高尚”
的锦旗，送到农行平顶山分行
鲁山县支行金达分理处。

刘女士告诉记者，9月 20
日上午，她来到鲁山县城办事，
把电动车停在了金达分理处附
近。半小时后，刘女士发现自
己刚买的价值 3000元的电动
车不知去向，欲哭无泪。

经过观察，刘女士发现附
近有金达分理处的监控设备，
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分
理处。当天中午，运营主管李
小兵和柜员赵辉顾不上吃午
饭，就开始帮刘女士找线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查找，
赵辉等人确定刘女士的电动车
是被一名30多岁的女子骑走
的，可该女子他们并不认识。
后又经过查找，赵辉发现该女
子此前曾与另一女子说话，而
那名女子恰好是熟人。他立即
与熟人通了电话，熟人当即表
示帮忙。经过沟通，当天下午，
该女子将误骑的电车送还。

（陈海 张骞）

农行悉心寻电车
客户感激送锦旗

□记者 张骞

本报讯 9月24日上午，一
位被警方通缉的女子来到农行
平顶山分行湛河支行贸易广场
分理处办理业务，银行工作人
员获悉其身份后，沉着应对，拖
住对方，直到警察赶来。

当天上午，江苏女子王某
来到湛河支行贸易广场分理处
办理银行卡，系统显示，她已经
有5张储蓄卡，不能再办。王
某闻听即走。此时，大堂经理
被当班授权主管告知，王某是
全国通缉犯，通过技术手段得
知信息的警察吩咐一定要稳住
她。

当时，王某已走到银行大
厅门口，大堂经理连忙赶上她
说：“我们今天业务不是太忙，
你若急用，把以前的银行卡挂
失销掉两张就可以再开了，请
稍等。”然后，大堂经理帮她叫
了个号，让她到柜台查询银行
卡的持有情况，是否有三方签
约等业务，值班柜员慢吞吞地
办理。随后大堂经理又让王
某复印身份证，并故意按错复
印键，以复印机不好用为由拖
延时间，为其复印了8张复印
件。随后大堂经理领着王某
返回柜台，柜员又慢慢开始办
理。

11 点 8 分，市公安局东安
路派出所民警赶到，核实王某
身份后，发现她正是网上通缉
的犯罪嫌疑人。在王某的指认
下，警方又抓获了在银行大厅
外等候的一名同伙。

网上逃犯
到银行办业务
工作人员
机智处理协助抓捕

为保障在校大学生财产安
全，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近日特
别推出防范校园非法贷款宣传，
希望广大在校学生自觉远离非
法借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安
全愉快地度过大学美好时光。

■如何分辨违规“校园贷”？

违法违规“校园贷”往往披
着各种各样的“马甲”，让学生们
难以分辨，主要种类有——

不良贷
不良贷是指利用虚假宣传、

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
准等不合规手段诱导学生过度
消费或给学生带来恶意贷款的
平台。

安全提示：不良校园贷有着
费率不明、贷款门槛低、审核不
严、不文明的催收手段、校园代
理人无资质等风险问题，应加以
识别。

高利贷
高利贷以超低月息为噱头

的校园贷分期，表面上有着“低
息”假象，实则向学生加收费息，
变为年利率超过 36%的非法高
利贷。

安全提示：大学生应注意了
解贷款利率、还款期限、逾期后
果等金融知识，坚决抵制高息贷
及高利贷平台，误入陷阱时要及
时报警。

多头贷
多头贷指因从多个校园贷

平台进行贷款，形成一种“以贷
还债”式的多头贷。“多头贷”的
问题不仅仅在于校园贷平台是
否正规，更在于大学生从多个校
园贷平台进行贷款而直接导致
的还款压力问题。

安全提示：要高度警惕因
“多头贷”产生的巨额还款压力
问题，大学生在加强抵制“不良
校园贷”的同时，尽量少贷款或
从银行贷款平台进行借款。

传销贷
传销贷指不法分子借助校

园贷款平台招募大学生作为校
园代理并要求发展学生下线进
行逐级敛财。

安全提示：判断传销的三个
标准：是否需要上交会
费；是否让发展下线；是
否进行逐级提成。同
时要对各类以“校园
贷款”名义进行的有
关 兼 职 代 理 保 持 警
惕，谨防落入传销组织。

刷单贷
刷单贷指不法分子

利用大学生求职心理，以贷款
购物刷单获取佣金名义进行的
新型诈骗。

安全提示：要高度警惕“贷
款购物”刷单兼职骗局，求职时
一定要选择正规、信誉高的单
位，谨防“好心人”主动介绍工作
的行为。

裸条贷
裸条贷指不法债主通过要

挟借贷者，以裸照或不雅视频作
为贷款证据的行为。“裸条贷”往
往给借贷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
力，致使借贷人不堪其扰而采取
极端做法。

安全提示：应使用正规贷款
渠道，拒绝异常贷款条件，一旦
陷入“裸条贷”陷阱，应及时报
警。

培训贷
培训贷打着金融创新旗号

的“培训贷”实为“校园贷”的新

形式。此类校园贷实为诈骗分
子通过虚假宣传方式诱骗学生
参加贷款缴费。

安全提示：要树立正确消费
观和金钱观，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涉及校园贷款的活动应谨
慎，遇到问题后要及时向学院、
家人或警方求助。

■如何防范“不良校园贷”？

做到“三不要”：不要沾惹
“不良校园贷”；不要“非理性”消
费；不要“采取极端解决办法”。

■如何避开借贷陷阱？

保护好个人的身份信息。
无论是身份证、学生证还是支付
宝、银行卡账户等个人信息，都
不宜随便透露给陌生人，避免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借用身份进

行贷款或充当担保人。
选择正规借贷渠道。选择

银行作为个人借贷的首选，谨防
网络借贷、校园贷、民间借贷等
贷款渠道。

谨慎充当担保人。在任何
场合之下，都要谨慎充当担保
人，以免承担贷款连带责任。

谨慎选择宽松放贷条件的
机构。正规机构的借贷流程都
相对严谨，且银行一般只针对部
分优选人群提供个人无抵押贷
款品种，应审慎选择贷款条件简
单宽松的机构。 （由宣）

树立理性消费理念
防范校园贷款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