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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人行
平顶山市中支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聚焦鹰城所需、央
行所能、金融所长，围绕建设

“四城四区”愿景和实现“一
极两高三优四提升”奋斗目
标，量身打造指尖课堂、红色
课堂、实践课堂，引导青年立
足岗位去奉献、展现责任与
担当。

用好“指尖课堂”，拓宽
理论学习广度。该中支将青
年理论武装作为党委“一把
手”工程，各级领导班子担任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导师，以

“我与行长面对面”、导师上
党课、座谈讨论、实地调研等
方式，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领
学促学作用。各党支部书记
担任青年学习小组辅导员，
开展全员、全年、全方位的

“传帮带”。同时，该中支实
施青年理论提升工程，做到
学习有氛围、有热度、有互
动；开展“四个一”精读交流
活动，建立青年学习微信交
流平台，并充分利用“学习强
国”“人民银行网络学院”等

开展线上理论学习。截至目
前，该中支共开展“微宣讲”
21 次，推出微信“云宣讲”9
期。为了推进以学促工作，
该中支还开展了“我为十四
五献策”活动，推动出台《平
顶山市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
作指导意见》《关于深入开展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等意见措施20条。

用好“红色课堂”，增强
理论学习深度。该中支将红
色文化教育纳入干部职工日
常教育内容，充分挖掘本土
红色文化资源，依托中州农
民银行旧址、中原军区司令
部旧址、豫西革命纪念馆等
红色基地，在“红色地标”中
进行“全域化”体验学习，共
组织主题学习和团日活动13
次；抽调 6名团员青年组成

“青年讲师团”“团干宣讲团”
等，深入6个县（市）支行开
展巡回、互动式、沉浸式宣
讲，让理论学习“活”起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五个一”活
动，每周定期“讲述一个初心
故事、重温一部爱国电影、分

享一首革命歌曲、走进一个
红色地标、推荐一本党史书
籍”，累计参与青年 500 人
次，在互动交流中推动理论
学习持续深化。

用好“实践课堂”，提升
理论学习效能。该中支突出
实践导向，开展了“我为群众
办实事”“万人助万企 青年
走在前”等实践活动，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 11件；以“农民
丰收节”为契机，累计开展13
次金融知识集中宣传，通过
微信等新媒体发布金融知识
宣传视频20个、发放宣传手
册 4000余份；实施“名师带
高徒计划”和“融入、成长、成
才”专项活动，引导青年业务
骨干围绕“万人助万企”、助
力“碳中和、碳达峰”等开展
青年课题研究，成立课题研
究小组18个；聚焦灾情疫情
下企业金融需求，指导金融
机构推出“金燕E贷”之“救
灾帮扶贷”等系列产品，累计
为 2347 户小微企业办理贷
款延期本息63.63亿元。

（宋晓晓 朱梦楠）

聚焦鹰城所需 创新“三个课堂”

人行平顶山市中支引导青年立足岗位去奉献

随着消费模式的转变，人
们的支付方式也越来越多样
化，银行卡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关于银行卡的事儿，您知
道多少呢？今天洛阳银行平顶
山分行有关人士就跟您聊一聊。

正确申领 妥善保管 养成
良好用卡习惯

申办银行卡时要详细了解
银行卡领用合约及相关章程，
如实填写申请表并提供个人真
实资料，通过正规渠道由本人
亲自申办。日常保管银行卡
时，要像保管现金一样，不随手
放置。同时，银行卡要与身份
证分开存放，以免因无法及时
办理挂失、补卡等业务而造成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如果银行
卡遗失、被盗或发现被冒用，应
立即拨打银行客户服务热线办
理银行卡挂失，并注意留存相
关非本人交易证据。

保护个人隐私 维护账户
安全

个人身份证件及身份信息
要妥善保存，不要透露给其他
人；不要轻易在网上填写个人
信息，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尽量
设置强度较高的密码，不使用
生日、身份证号等作为密码，定
期更换密码；在 POS 机、ATM
机上使用银行卡时，应注意设
备卡口是否有异物或异常，不
在不明设备上使用银行卡，输
入密码时注意遮挡；如果手中
的银行卡为磁条卡，需尽快更
换成安全系数更高的带有 IC
芯片的银行卡；银行卡有效期
到期、补发新卡时，应将旧卡的

磁条或芯片销毁；妥善保管银
行卡的签购单、对账单等单据，
或及时处理、销毁；不将卡号告
知他人或回复要求提供卡号的
可疑邮件及短信，也不要在公
共场所电脑里留下卡号信息；
认真核对银行卡对账单，如发
现不明交易，应立即与发卡行
联系。

提高防范意识 远离金融
犯罪

银行卡涉及个人金融安
全，仅限本人使用，不要将银行
卡出租、出售、出借给他人使
用。不法分子常常会通过“借
卡卖卡”的方式大量囤积银行
卡，用于实施诈骗，转移非法所
得。为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
客观上形成了对犯罪行为的协
助。遇到陌生人出资购买银行
卡、租借银行卡或收集身份信
息的，一定不要提供，并及时报
警处理。日常用卡时，可根据
自己的需求设置银行卡账户资
金使用上限并开通账户变动提
醒服务，当收到不明原因的交
易提醒时，可以及时联系银行
了解账户情况，保护资金安
全。 （朱梦楠 毛晓婵）

问题：如果银行卡遗失、被
盗或发现被冒用怎么办？

上周答案：网络安全“六大
法宝”是关注设备与软件安全，
谨防木马病毒；慎用公用Wi-
Fi，保护账户安全；慎设支付密
码，关注支付安全；警惕“钓鱼
网站”，防止资金损失；防范假
客服，切勿泄露验证码；慎扫二
维码，降低资金被盗用风险。

洛阳银行平顶山分行：

聊聊银行卡的那些事

本报讯 河南有百余所高
校，在校学生超过200万人，教
职工近15万人，金融及非金融
服务需求缺口大。建行河南省
分行针对这一痛点，以高校数
字化校园建设升级为切入点，
运用场景平台获客、活客，持续
探索高校客群运营及服务场
景，创新提出“场景联动+运营
管理+线上平台+银校直连+智
慧升级+综合服务”高校场景
全生态服务方案，量身打造“高
校一体化服务平台”，构建高校
客群服务新范式。

建行河南省分行通过与高
校合作建设银校直联代收代付
业务系统，打造校园专属综合
服务平台，为高校提供一站式
智能化校园管理系统，打通原
有系统之间存在的信息孤岛，
实现信息共享与统一管理，提
供高校迎新、学生入住、教学管
理、学杂费代收、资金结算、商
户管理、物业管理等一系列管
理功能，提升合作高校管理服
务能力与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该行还围绕高校客群衣食
住行，深耕场景运营，通过推出
产品权益、组织营销活动，实现
金融服务场景化。聚焦高校客
群出行需求，结合独家承建的
郑州地铁刷脸支付、哈啰单车
出行等生态场景，为大学生客
户制定特色绿色出行权益。聚
焦高校客群日常生活场景，开
展开学季、毕业季、教师节、情
人节等优惠活动，同时依托建
行商户资源优势，多渠道持续
开展龙支付满减、一元购、夜享
五折惠等优惠活动，提高大学
生客群满意度，提升场景服务
能力。

建行河南省分行将支付结
算服务嵌入“高校一体化服务
平台”，为高校客户提供包括存
贷款、信用卡、支付结算、投资理
财、代理、产品权益、智慧校园、
智慧教学等在内的金融与非金
融综合服务，并以“线上+线下”
的全渠道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
客户需求，打造智慧化高校封闭
场景样板典范。 （王海涛）

建行河南省分行打造
“高校一体化服务平台”

本 报 讯 11 月 6 日至 7
日，我市出现大风、强降温天
气过程，导致郏县一些农户
的塑料大棚受损。中原银行
郏县支行积极行动，帮助受
灾农户渡难关。

据初步统计，受大风影
响，郏县近2000个塑料大棚
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
1.2亿元。

灾害发生后，中原银行
郏县支行迅速行动，成立由
该行行长带队、党员参与的
先锋小队，第一时间奔赴受
灾现场，了解该行客户受灾
人数和受灾情况。

郏县茨芭镇天城洼村种
植户张亚可的火龙果、草莓
大棚棚顶塑料薄膜被大风刮
破，棚内火龙果树被刮伤冻
坏，经济损失高达 20万元；
冢头镇芦荟种植户郭新峰的
大棚被刮倒，棚内仙人掌、芦
荟等受损严重；农户时和玉
的养鸡场大棚被刮倒，400
余只鸡被砸死，经济损失近
万元；农户高广甫的香菇大
棚被刮倒，尽管搭建了临时
棚进行补救，但是香菇依然
受损严重。

在详细了解各个农户的
损失情况后，该行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于该
行“豫农贷”已结清的农户进
行现场续贷；对有存量的“豫
农贷”贷款农户进行债务重
组，并为其申请降低利率；对
未使用该行“豫农贷”产品的
受灾农户，则通过投放合适
的贷款产品，帮助其渡难关。

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有
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将联络
各县域支行网点，服务战略、
服务实体、服务企业、服务人
民，为政府排忧解难，为受灾
群众提供贴心专业的金融服
务。

（董晓燕 朱梦楠）

发挥金融力量为群众办实事

中原银行郏县支行协助受灾农户渡难关

11月12日，中原银行郏县支行行长杨光明（左）向受灾农户了解情况。 董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