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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行 业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旻 通 讯
员 魏慧美）近日，人行驻马店市中
心支行下发关于存款保险知识宣
传视频竞赛情况的通报，中原银行
驻马店分行在人行驻马店市中心
支行组织的“明白人讲明白存款保
险”视频竞赛中荣获三等奖。

今年 5 月，中原银行驻马店分
行开展了为期 1 个月的“存款保
险宣传月”活动，持续巩固常态化

“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各营业
网点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的形式，扎实推进本单位存款保
险宣传工作。该分行通过微信公
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形式推送存
款保险宣传内容，全方位推进金
融知识普及；在 LED 显示屏滚动

播放存款保险宣传标语，营造宣
传氛围；在客户等候区、柜台等摆
放宣传资料，为办理业务的客户
讲解存款保险政策等，同时积极
组织一线营销人员参与人行驻马
店市中心支行“明白人讲明白存
款保险”视频竞赛，以短视频形式
介绍存款保险相关知识，确保受
众准确理解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的
重要意义，丰富了线上宣传形式
和效果。

中 原 银 行 驻 马 店 分 行 将 以
“12345”存款保险护航工程为抓手，
以营业网点为主阵地，进一步下沉
工作重心，丰富宣传载体，不断扩大
存款保险知识宣传覆盖面，为地方
经济蓬勃发展保驾护航。②5

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

存款保险宣传工作受表扬

本报讯 （记者 陈文科 通讯员
赵 滢）为进一步加强信贷队伍建
设，提高客户经理的专业能力和服
务水平，日前，新蔡农商银行举办信
贷业务知识培训班，各支行客户经
理参加。

信用管理部负责人带领大家学
习了新蔡农商银行“党建+金融”暨整
村授信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新蔡
农商银行 2022年信贷营销“百日竞
赛”活动方案等文件精神，采取案例
分析、现场互动等形式对CRM系统
操作流程、信贷业务办理操作细节、
客户授信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分

析讲解，让大家得以融会贯通。同时，
对整村授信重点环节、业务流程再梳
理、再学习，切实保障本次培训能够
不打折扣转化为实战法宝，达到以训
促学、以学促用的目的。

新蔡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省联
社党委和市办党组的工作部署，坚
持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培训，以
学促思、以学促行，推进员工教育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着力打造一
支业务能力强、作风建设硬、服务
水平高的信贷队伍，为新蔡农商银
行推进整村授信、助力乡村振兴奠
定坚实基础。②5

新蔡农商银行

夯实理论基础 提升业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 陈文科 通讯
员 梁慧庭）连日来，富德生命人寿
驻马店中心支公司在全市范围内积
极推进 2022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宣
传工作。

为确保宣传工作落实到位，富德
生命人寿驻马店中心支公司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以内外勤宣传、微信朋
友圈宣传、社会公众宣传等形式，确
保此次宣传活动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此次活动口号是“提升公众金融素
养 促进国民金融建设 共建清朗网
络环境 涵养良好金融生态”，该公司
和下辖营销服务部通过 LED 屏播
放、制作条幅、张贴海报等方式，向前

来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金融知识宣
传，引导客户理性投资。同时，为提升
老年客户服务体验，设置老年服务专
柜，市区柜面配备了轮椅、老花镜，还
设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区，
摆放各种消保知识宣传手册、金融知
识宣传资料等，以便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随时取阅。

富德生命人寿驻马店中心支
公司将在驻马店银保监分局和行
业协会的带领下，主动宣传金融知
识，加强消费者对洗钱、非法集资
等危害的了解，提升金融知识素
养，为打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贡
献力量。②5

富德生命人寿驻马店中心支公司

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金融素养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9月 15日受
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
港元、英镑、澳元、新西兰元、新加坡
元、瑞士法郎、加元、林吉特、卢布、
兰特、韩元、迪拉姆、里亚尔、福林、
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
克朗、里拉、墨西哥比索及泰铢的市
场汇价。

9月1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如下：
100美元 691.01人民币
100欧元 692.03人民币
100日元 4.8600人民币
100港元 88.048人民币
100英镑 801.35人民币
100澳元 468.79人民币
100新西兰元 418.26人民币
100新加坡元 493.97人民币

100瑞士法郎 721.7人民币
100加元 527.47人民币
100人民币 65.231马来西亚林吉特
100人民币 864.65俄罗斯卢布
100人民币 251.87南非兰特
100人民币 20032韩元
100人民币 52.953阿联酋迪拉姆
100人民币 54.204沙特里亚尔
100人民币 5855.0匈牙利福林
100人民币 68.094波兰兹罗提
100人民币 107.61丹麦克朗
100人民币 154.06瑞典克朗
100人民币 145.57挪威克朗
100人民币 262.909土耳其里拉
100人民币 287.4墨西哥比索
100人民币 526.85泰铢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人民币市场汇价

遂平农商银行

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综合金融服务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小 龙 通 讯

员 孙英英）连日来，遂平农商银行
结合民营企业自身情况和小微企业
融资需求，以开展“行长进万企”活
动为抓手，引导全行围绕企业需求
主动服务、上门服务、精准服务，不
断加大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的
创新力度，完善民营和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措施，积极满足民营和小微

企业资金需求。
为 继 续 推 进“ 行 长 进 万 企 ”活

动，遂平农商银行负责人带队到河
南华腾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实地调查
走访，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并听取
了企业负责人关于企业生产规模、
生产工艺、产品销售等方面的介绍
和未来发展规划。

遂平农商银行想企业之所想、急

企业之所急，通过提供“服务最好、定
价最优、效率最高”的金融服务，帮助
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投融资环节的
金融需求，对已有贷款的企业做到

“不抽贷、不断贷、不惜贷”。在风险可
控的情况下，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继续完善企业续贷制
度，积极推动金燕连续贷、金燕纾困
贷、金燕复工贷、金燕承接贷等业务，

针对客户不同经营特点和发展阶段，
一户一策，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综合
金融服务。

遂 平 农 商 银 行 将 继 续 埋 头 苦
干，主动对接企业信贷需求，加大
信贷扶持力度，扎实推进“行长进
万企”活动走深走实，帮助企业增
信心、补弱项、挖潜力，以优异成绩
回报社会。②5

本报讯 （记者 李 旻 通讯员
程 梦）自“行长进万企”活动开展以
来，正阳农商银行高度重视，立即组
建工作专班，建立“行长进万企”工
作机制，以解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为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用真心、动
真情、下真功、求真效，进一步助企
纾困解难。

活动期间，正阳农商银行负责人
一行到河南省百蓓佳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和河南正欣卫材科技有限公司，
参观考察了企业的研发中心、生产车

间等，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围绕企业
需求，将国家新近出台的金融扶持政
策和正阳农商银行惠企纾困举措及
时传递给企业。同时，向企业推荐针
对性金融产品，促进银行服务质效和
企业融资能力实现双提升。

该行负责人在调研时向企业表
示：“我们一定要当好企业首席金融
服务官，真心为企业纾困解难”。调
研后，该行负责人了解到这两家企
业在融资方面暂时没有需求，同时
征求了两家企业对该行金融服务和

金融政策的意见及建议。
为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有效开展，促进企业对营商环境满
意度的进一步提升，正阳农商银行
以开展“行长进万企”活动为契机，
明确行长作为“行长进万企”活动的

第一负责人，为企业送知识、送政
策、送产品、送服务，带头当好企业
首席金融服务官。至目前，该行已累
计 为 企 业 新 增 或 续 贷 融 资 金 额
14536万元，全面推动企业恢复生产
经营。②5

正阳农商银行

精准对接 助企纾困解难

9 月 9 日上午，驿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赵波政委和负责执行金融案
件的罗艳超法官莅临邮储银行驻马
店市分行指导工作，该行杨海军行
长、沈德武副行长及风险部相关人员
参加。

会上，赵波政委表示，驿城区人
民法院高度重视金融案件执行工作，
始终将提前化解矛盾、降低金融风险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赵波通报了
邮储银行驻马店市分行案件的执行
情况，对该行在资产质量管控方面的
成绩表示肯定，详细介绍了涉金融案
件的具体类型和特点，并对该行案件
特征逐一分析，针对笔数多、额度小
的特征，就如何更好、更快地执行到
位提出了有效建议，为邮储银行驻马
店市分行下一步清收工作提供了新
路子和新方向。

赵波表示，驿城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将充分发挥执行职能，进一步
加大执行力度，以“五加二、白加黑”
的工作态度穷尽执行举措，最大限
度实现邮储银行债权，最大限度挽
损、止损，确保应收尽收，全力维护

邮储银行合法权益。其间，双方就司
法拍卖、拘传拘留等问题交换了意
见，并建立联络对接机制，派驻专人
对接，成立执行小组，全力支持该行
清收工作，为该行不良资产清收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杨海军对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走进金融机构深入座谈交流表示
热烈的欢迎，对法院尤其是执行局
对邮储银行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由
衷感谢，对其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
金融资产安全方面做出的努力表示
崇高敬意。杨海军表示，邮储银行将
全力支持驿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
作，做好协调配合，继续坚持稳健经
营的风险偏好，全面落实合规、审慎
的经营理念，共同优化驻马店市营
商环境。

此次座谈会是驿城区人民法院
强 化 金 融 风 险 防 范 、优 化 营 商 环
境、积极服务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
具体举措。座谈会内容丰富、针对
性强、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
性，对今后完善邮储银行风控工作
有很大帮助。

驿城区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审
判执行职能，聚焦金融机构反映集中
的难点、堵点、痛点，创新工作举措，
进一步畅通金融机构诉讼通道，着力
提升金融案件审判和执行效率，助力

银行依法化解不良贷款，依法维护金
融秩序，为持续优化驻马店市营商环
境贡献司法力量，为驻马店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司法保障。②5 (张亚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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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9 年 8月
30 日发行的 2019 版 50 元券人民
币，是我国现行流通 50 元券人民
币的主要版别。农行驻马店与您一
起“杜绝假币 共建和谐”，共同学
习有关防伪特征和相关知识。

2019 版 50 元券主要防伪特
征：

（一）光彩光变面额数字。位于
票面正面的中部，我们改变钞票观
察角度时，面额数字“50”的颜色在
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可以明显看
见一条光亮带上下滚动。

（二）动感光变镂空开窗安全
线。位于票面正面右侧，我们改变
钞票观察角度时，安全线颜色在红
色和绿色之间变化，亮光带上下滚
动，透光观察可见“50”。

（三）雕刻凹印。票面正面毛泽
东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名、
装饰团花、右上角面额数字、盲文
面额标记和背面主景等均采用雕
刻凹版印刷，触摸有凸凹感。

（四）人像水印。位于票面正面
左侧，透光观察可见毛泽东头像水
印。

（五）白水印。位于票面正面左
侧下方，透光观察，可见面额数字

“50”。
（六）胶印对印图案。票面正面

左下角和背面右下角均有面额数
字“50”的局部图案，透光观察，正
背面图案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
字“50”。

2019版 50元券提高了票面色
彩鲜亮度，增添的光彩光变技术是
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进防伪技
术，水印更加通透，线条更为清晰，
安全线的设计增加了动态效果，提
升和超越了以往所有版别的防伪
手段，我们大家在进行辨别时，要
重点观察。

怎样快速辨别真假币？看票
面。从水印的清晰度、层次感和
立体感，上方的安全线，整张票
面图案的上色，整体效果来区分
真假币。听声音。人民币用纸特
殊，用手抖或者手指弹会发出清
脆的声音，假币声音发闷。摸纸
张。触摸票面上凹印部位的线条
有明显的凹凸感，与普通纸张差
别明显。测荧光。借助一些简单
工具来辨别人民币的真伪，用专
业仪器验钞机检测纸币上的荧
光图案。②5

（农行驻马店分行提供）

现行流通50元券人民币的防伪特征

杜绝假币 共建和谐 0396－2905296

人民银行驻马店市中心支行 驻马店日报社 联办

当你到银行办理现金存款业务，
你的现金经柜台人员清点后，却告知你
存的钱里发现有假币并按规定要被收
缴时，你知道需要注意什么吗？

一、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假币
1.伪造币
是指仿照真币的图案、形状、色

彩等，采用各种手段制作的假币。
2.变造币
是指在真币的基础上，利用挖

补、揭层、涂改、拼凑、移位、重印等
方法制作，改变真币原形态的假币。

伪造币和变造币都是假币，收
钱时一定要辨认仔细。

二、收缴假币
1. 网点柜面发现假币后，应当

由 2 名以上业务人员当面予以收
缴，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接触假币的。

2. 假人民币纸币。会在你的视
线可及范围内加盖“假币”字样的印
章，加盖印章使用蓝色印油，加盖印
章的位置在假币的正面水印窗和背
面中间位置。

3. 假外币纸币及各种硬币。要
当面以统一格式的专用封装袋加
封，封口处加盖“假币”字样印章，在
专用封装袋上标明币种、券别、面
额、张（枚）数、冠字号码（纸币）、对
应的假币收缴凭证编号等细项，并
加盖收缴人、复核人名章。

假币收缴经办人员在将假币收
缴凭证交给你时必须对你履行告知
程序。告知内容如下：

1.我行营业网点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收缴持有人所持假币。

2.您如对被收缴的假币有异议，
可在 3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
向经人民银行授权的鉴定管理中心
申请鉴定，如仍有异议，可向当地人
行鉴定管理中心申请再鉴定。

3. 您如对收缴程序有异议，可
在 60 天内持假币收缴凭证向当地
人行提出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
诉讼。②5

（中行驻马店分行提供）

假币被银行收缴时的注意事项

座谈交流现场。⑥5 张亚曦 摄

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走进邮储银行驻马店市分行召开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