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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农行驻马店分行组织

人员走进驿城区板桥镇林庄村开展反

假币知识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

现场解答等形式，构筑反假币防线，净

化人民币流通环境，受到了群众的欢

迎。⑥2

通讯员 邓国勇 李海峰 摄影报道

反假币宣传

形式多样

驻马店银保监分局

强化金融服务 助力新市民融入新生活
本报讯 （记者 李 旻 通讯员 刘

之涵）近日，笔者从驻马店银保监分局

获悉，全市 72家“专精特新”企业已有

58家获得信贷支持，贷款余额达20.33

亿元，预计全市今年还将增贷或续贷

13.39亿元。

近年来，该分局聚焦新兴金融领

域，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新市民金融服

务工作，继续加强与科技、工信等行业

部门对接，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围绕

“专精特新”、科技创新、新市民金融服

务等领域，分设专题、分类对接，精准

推送产品服务，快速响应企业融资需

求，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增加有效信贷供给，稳步扩大“科

技贷”规模。该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新市

民金融服务的通知，引导全市银行机构

加大对我市9个产业集群、科技创新企

业及“专精特新”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不断扩大信贷总量，持续强化科技创新

企业金融服务。至7月底，辖内科技型

企业贷款余额28.74亿元，较年初增加

2.91亿元，增幅11.29%。

强化政银企精准对接，深化科技

创新金融服务。该分局分层分类推进

政银企精准对接，先后举办县域服务

专场对接会、车辆制造政银企对接会

和“专精特新”银企对接会，同时积极

引导各银行机构深化“科技贷”和“专

精特新贷”双品牌建设行动，进一步丰

富特色信贷产品。目前，兴业银行推

出了“专精特新贷”，驻马店农商银行

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贷”，全市 72家

“专精特新”企业已有 58家获得信贷

支持，贷款余额达 20.33 亿元，预计全

市今年还将增贷或续贷13.39亿元。

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助力新市

民安居安心。围绕新市民在创业、就

业、住房、医疗等重点领域金融需求，

该分局印发关于持续做好新市民金

融服务并开展专题调研的通知，鼓励

引导各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做好与现

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结合地方实际，

因地制宜强化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

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新市民金融服

务可得性和便利性，助力新市民在城

镇更好安居创业，增强新市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新市民住房保

障按揭储备项目 31个，累计投放按揭

贷款 1.96亿元，累计投放创业贷 2760

万元。②6

中国银行驻马店分行

培植清正家风 筑牢廉洁防线

本报讯 （通讯员 付俊英 徐焌
轶）为建设乐观、向上的廉洁家庭文

化，培植清正廉洁家风，筑建家庭防

腐前沿阵地，近日，中国银行驻马店

分行开展“树廉洁家风 创清廉家

庭”主题教育活动，邀请中层管理人

员及家属参加座谈会。

该行相关负责人指出，家风关

系党风、连着政风、影响民风。家风

正则党风端、政风清、民风淳，管理

人员要提高认识，树好家风，不断提

高党性修养，家属更应做一个支持、

监督家人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贤

内助、廉内助、勤内助，守住家庭的

幸福。

家属代表、员工代表围绕主题

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表示，家风优

则作风优，家风正则自身正，作为员

工家属一定会把好“廉洁门”，筑牢

家庭助廉的重要防线。

此次座谈会营造了干部守廉、

家庭助廉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引导

广大员工牢守清廉底线，坚持修身

律己，筑牢家庭廉洁防线。②6

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

劳动技能竞赛获佳绩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小 龙 通 讯
员 魏慧美）近日，市总工会、人行

驻马店市中心支行和市人社局联

合举办驻马店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人民币综合管理劳动技能竞赛决

赛。

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高度重视

此次劳动技能竞赛决赛，安排专人

负责推动，运营管理部选拔了 3 名

参赛人员，并为参赛人员营造练习

和赛前模拟环境，进行赛前集中练

习，根据比赛规则提前制定比赛策

略。最终，经过激烈角逐，中原银

行驻马店分行 3 名参赛人员沉着应

战 、稳 扎 稳 打 、齐 心 协 力 、奋 勇 争

先，荣获团体一等奖，参赛人员李

佳荣获个人全能一等奖，李君婷、

王岩帅分别荣获个人全能二等奖、

三等奖，李佳荣获手工点钞单项第

二名，李君婷、王岩帅分别取得残

损币测量兑换第二名、第三名的好

成绩。

中原银行驻马店分行将以此次

劳动技能竞赛决赛为契机，继续贯

彻“贴心、专业、合作、共赢”服务理

念，积极营造比、学、赶、帮、超浓厚

氛围，全面提升综合业务素质，助

力地方经济蓬勃发展。②6

新蔡农商银行

推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文科 通讯

员 赵 滢）为贯彻落实省联社、市

农信办有关会议精神，部署下一步

重点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凝心聚力，9 月 15 日，新蔡农

商银行召开信贷业务推进会，该行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全 体 中 层 干 部 参

加。

该行主要负责人要求全行直面

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坚持控新治

旧，积极提质增效，全面落实稳增

长、调结构、优管理、防风险各项工

作要求，从打基础、谋长远的角度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整体部署。提

高政治站位，坚定信心不动摇，持

续开展不良贷款化解攻坚战，切实

抓好重点领域风险管理，提升贷款

资产质量。统一思想认识，加压奋

进不懈怠，提振精神状态、主动担

当作为，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转变工作作风，严守廉洁

不放松，不断提升信贷业务精细化

管理水平，切实将合规文化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落到实处。

干部员工纷纷表示，要提振精

神、鼓足干劲，切实打赢百日营销

攻坚战，推动全行信贷业务高质量

发展。②6

一摸二听三检测

视力障碍人群辨别假币有妙招
假币危害极大，不但给整个社

会的经济秩序带来恶劣影响，也使
收到假币的个人财产受到损害，对
于视力障碍人群，在日常生活中该
如何辨别假币呢？

一摸，真币因为采用雕刻凹版
印刷，会有明显的凹凸感。假币基
本采用平胶印刷，或者用工具压制
而成，表面光滑无凹凸感。首先，
用手指触摸钞票正面左上角的国
徽，有非常明显的触感，然后顺着
国徽向右边触摸，中间有中国人民
银行的字样，继续向右触摸，在票
面正面右上角的位置，面额数字同
样有凹凸感。最后，票面正面右下
角有盲文数字，可以帮助鉴别。除
此之外，票面正面的毛泽东头像、

装饰团花等，触摸时都有凹凸不平
的手感。

二听，人民币纸币所使用的纸
张是经过特殊处理、添加有化学成
分的纸张，比较耐磨，多次揉折都
不会出现磨损现象，用手抖动或者
用手弹指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如
果是假币，抖动或者弹击的声音发
闷。

三检测，通过防伪专用机具检
测，符合金融行业标准的防伪专用
机具运用磁性、红外线、传感器、成
分检测、尺寸比对、信息跟踪等综
合技术检测，能够准确鉴别出假
币。如果您遇到疑是假币，可以到
银行进行鉴别。

（工行驻马店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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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流通10元人民币防伪特征及识别方法

现行流通 10 元券人民币分为
1999 年版、2005 年版、2019 年版 3
个版别。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9年 8
月30日发行的2019年版10元券，经
过几年的流通，已经成为市面现行流
通的主要版别。在此，邮储银行驻马
店市分行与大家共同学习现行流通
10元券人民币防伪特征及识别方法。

一、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
元纸币防伪特征

（一）光彩光变面额数字。位于
票面正面中部，改变钞票观察角度，

面额数字“10”的颜色在绿色和蓝色
之间变化，并可见一条亮光带上下滚
动。

（二）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位
于票面正面右侧，改变钞票观察角
度，安全线颜色在红色和绿色之间变
化。透光观察，可见面额数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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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及背面主景等均采用雕刻凹版
印刷，触摸有凹凸感。

（四）花卉水印。位于票面正面
左侧，透光观察，可见花卉图案水印。

（五）白水印。位于票面正面左
侧下方，透光观察，可见面额数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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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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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二、识别方法
一转：转动钞票看两处

一是票面正面中部面额数字会
变色；二是票面正面右侧的安全线颜
色由红色变为绿色。

二摸：触摸多处有凹凸
用手指触摸票面正面毛泽东头

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右上角
面额数字、盲文及背面主景图案等
处，有明显的凹凸感。

三透光：透光观察看两点
一看水印是否清晰；二看对应图

案是否精准重合。
（邮储银行驻马店市分行提供）

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近期，虚拟货币价格暴跌，严重侵

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经济金融正
常秩序。请公众增强风险意识，防范虚
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一、正确认识虚拟货币及相关业务
活动的本质属性

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
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
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及
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
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
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
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相关交易
活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并涉嫌非法
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发售代币票
券等犯罪活动。

二、有关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
相关的业务

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不得用虚拟
货币为产品和服务定价，不得承保与虚
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
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
客户提供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为客户提供虚拟货币登
记、交易、清算、结算等服务；接受虚拟
货币或将虚拟货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
开展虚拟货币与人民币及外币的兑换
服务；开展虚拟货币的储存、托管、抵押
等业务；发行与虚拟货币相关的金融产
品；将虚拟货币作为信托、基金等投资
的投资标的等。

三、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谨防财产和权益损失

虚拟货币无真实价值支撑，价格极
易被操纵，相关投机交易活动存在虚假
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
险等多重风险。从我国现有司法实践
看，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投资交易造成的后果和引发的损失由
相关方自行承担。

广大消费者要增强风险意识，树立
正确的投资理念，不参与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活动，谨防个人财产及权益受损。
要珍惜个人银行账户，不用于虚拟货币
账户充值和提现、购买和销售相关交易
充值码以及划转相关交易资金等活动，
防止违法使用和个人信息泄露。

（新蔡农商银行提供）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驻马店任店营销服
务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725MA3X46HU4X

成立日期：2008年 06月 11日
发证日期：2020年 11月 10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

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
单证；接受客户咨询、投诉；经公司
授权，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机构住所：河南省驻马店市确
山县任店镇 107国道路西。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左 立 昇 ，
15938001710

邮政编码：4632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驻马店中心支

公司任店营销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公告

▶今日聚焦

人民币市场汇价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9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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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如下：
100美元 694.68人民币
100欧元 699.41人民币
100日元 4.8813人民币
100港元 88.507人民币
100英镑 798.78人民币
100澳元 469.72人民币
100新西兰元 416.44人民币
100新加坡元 495.86人民币
100瑞士法郎 724.24人民币

100加元 527.28人民币
100 人民币 65.169 马来西亚

林吉特
100人民币 871.79俄罗斯卢布
100人民币 253.09南非兰特
100人民币 19883韩元
100人民币 52.635阿联酋迪拉姆
100人民币 53.88沙特里亚尔
100人民币 5686.25匈牙利福林
100人民币 67.147波兰兹罗提
100人民币 106.43丹麦克朗
100人民币 154.18瑞典克朗
100人民币 146.31挪威克朗
100人民币 262.021土耳其里拉
100人民币 285.05墨西哥比索
100人民币 528.16泰铢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