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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之窗

日前，市福彩中心组织举行

“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营销活

动培训会，全市 170 多家投注站

业主销售员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主要针对“双色球

12亿元大派奖”活动进行培训。市福

彩中心工作人员对“双色球12亿元

大派奖”历程作了回顾，概括了双色

球中奖情况及公益成就，分析了双

色球 12亿元破纪录大派奖活动的

特色亮点及派奖方案，并梳理了全

省“福彩双色球璀璨豪

礼大钜惠”活动回馈方

案及参与办法，帮助投

注站业主销售员吃准

吃透营销回馈活动精

神。同时，工作人员还

就投注站工作要点、营

销技巧、宣传布展、氛围营造等进行

系统化讲解，对提升营销技能、改进

服务水平给出针对性意见建议。

培训会后，投注站业主销售

员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提升营销

服务水平，做好双色球派奖宣传

推广工作，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

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争取让更多

购彩客户体验到双色球大派奖的

乐趣，享受到福彩回馈活动带来

的实惠。               （晓熙）

日前，工行宝鸡分行青年志愿
者身着统一服装，手拿着写有“文明
出行  遵守交规”八个字的红旗，在
渭滨区经二路与西凤路十字等 8 个
路口，开展“车让人、人守规”文明交
通践行活动。活动中，工行的青年志

愿者们在各个路口搀扶老人、引导
行人和车辆，耐心劝阻个别行人闯
红灯、不走人行道等不文明行为，倡
导广大市民参与文明交通，共同维
护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秩序。

        本报记者 岛茜 摄

我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

二条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近来，诸

多不法分子冒充正规投资咨询机

构、虚构专业理财业务员身份，通

过互联网网站、网店、博客、论坛、

收费QQ 群、微信群等渠道，以提

供精准投资咨询建议、帮助投资

者获得超高的投资收益回报为诱

饵，骗取投资者信任，实施非法证

券投资咨询活动，社会影响恶劣。

西部证券宝鸡高新大道营业

部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投资者，非法

证券投资咨询活动危害大，且花样

繁多，投资者一旦上当很难追回损

失，后悔莫及。如何远离非法投资

咨询陷阱？一是要擦亮

眼睛，仔细核查相关机

构是否具有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从事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资质。投资

者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

协会网站查询到合法机

构和人员名录，投资者

可以予以关注。二是要高度警惕，

切勿向对方个人账户汇款。合法证

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通过公司专

用收款账户收取咨询服务费，对于

那些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

的证券咨询活动，投资者要格外小

心，发现异常，及时上报有关监管

部门。三是要理性投资，提高风险

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投资者

应自觉远离以高收益为诱饵的非

法投资咨询机构，摒弃一夜暴富观

念，切勿被非法分子高收益高回报

的虚假信息蒙蔽双眼，时刻保持理

性投资心态。
西部证券宝鸡高新大道证券

营业部

咨询电话：0917-3366340

本报讯 12 月 11 日，浦发银

行宝鸡支行党支部与高新区管委

会机关党委第五党支部，联合组

织部分党员前往高新区千河镇产

东村开展“以扶贫为己任、携爱心

捐赠送温暖”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浦发银行宝鸡支行

与产东村党支部开展交流座谈，

产东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了

全村脱贫攻坚工作整体情

况和存在困难，以及村办爱

心超市运行情况。

浦发银行宝鸡支行向

产东村爱心超市捐赠了食

品、日用品等一批生活物资。浦发银

行宝鸡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主题党日活动是我行主动践行社

会责任的一个实例，今后我们将继

续与高新区管委会合作交流，积极

参与金融扶贫、普惠金融等爱心公

益活动，弘扬正能量，夯实基层党建

工作基础。”      本报记者 岛茜

本报讯 近日，陕西太白长银

村镇银行鹦鸽支行成立。该支行的

成立，是对陕西省国资委扶贫合力

团金融精准扶贫成果的深化，也是

我市金融企业下沉式服务的一项

重要举措。

陕西太白长银村镇银行是陕

西省国资委扶贫合力团金融精准

扶贫项目，由长安银行发起并控

股，征邀省内 6 家知名民营企业共

同发起设立。自 2018 年挂牌以来，

银行不断创新产品服务，优化流程

提升效率，扎根地方、服务一方，

全力支持县域“三农”经济及小微

企业发展。据统计，截至今年 11 月

末，陕西太白长银村镇银行涉农贷

款余额 13843 万元；累计发放扶贫

小额贴息贷款 116 笔 483.5 万元，

带动贫困人口 420 人、贫困家庭

101 户脱贫增收。

为更好满足太白县域及周边

镇居民、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提升

区域金融服务水平，今年 8 月，经省

国资委扶贫合力团、省扶贫办和长

安银行多次调研考察，发起设立陕西太白长银村

镇银行鹦鸽支行。据悉，鹦鸽支行成立后，将积极

与鹦鸽镇政府及周边村委会对接，摸清每个村组

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并与经营

情况良好、带动贫困户多的农业合作社签订《合作

社精准扶贫产业贷款协议》，为他们提供低成本的

资金支持，助力贫困户增收。     本报记者 岛茜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

行宝鸡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宝

鸡中支）了解到，今年该行建立党员干

部服务重点企业联系制度，坚持实地走

访，一对一送政策, 累计为全市 300 多

家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今年，在党员干部服务重点企业联

系制度推动下，人行宝鸡中支抽调业务

骨干成立走访小组，走进企业摸情况、

送政策、送服务、强信心、搭桥梁，解决

企业现实困难和问题。在走访中，人行

宝鸡中支了解到，陕西东岭集团境外子

公司未在有效期内完成 2015-2017 年

度ODI 存量权益登记，影响其涉外业务

开展。于是，人行宝鸡中支多方沟通汇

报，配合约谈整改，帮助企业解决了这

一难题，并将该企业涉外业务迁移至国

家外汇管理局宝鸡市中心支局。这是人

行宝鸡中支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纾解民营小微企业发展困境，今

年以来，人行宝鸡中支开展了“大调研、

送服务、解难题”专项活动，组织业务

人员到企业摸情况、对接银企搭桥梁，

主动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建立“亲

清”新型政商银企关系，制定《党员干

部联系服务涉外重点企业管理办法（试

行）》，建立考核台账，督促党员干部定

期通过电话、邮件、QQ、微信、走访座

谈等方式与企业沟通联系；目前，已与

吉利汽车、北方动力等 11 家涉外重点

企业建立服务直通机制。同时，走进金

融机构了解企业信用需求，联合陕西正

浩征信有限公司和宝鸡文理学院进企

业，为中小微企业把准脉，出具调查意

见书，为银行的贷款授信提供参考；目

前，已引导金融机构分别为 4 家企业增

加了授信额度。
本报记者 岛茜

本报讯 日前，

工行宝鸡市岐山

县支行凤鸣分理

处工作人员来到

该县凤仪西路社

区，为居民送去一

场生动精彩的金

融知识讲座，提高

了社区居民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

当天，在凤仪

西路社区居民活

动室里，工作人员

结合近年来频发的

网络诈骗、电信诈

骗等案例，为居民宣讲网络安全

及防诈骗知识，并向到场居民发

放反洗钱、反假币、防范诈骗知识

手册（见上图）。在现场互动环节，

工作人员通过各种生动有趣的小

故事，巧妙设置问题，认真对比讲

解，使居民提高防范意识，了解如

何保护个人信息，在场居民积极

参与，气氛热烈，不少人还做起了

笔记。据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工

行宝鸡市岐山县支行凤鸣分理处

积极与当地街道社区合

作，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

制定个性化的活动方案，

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教育

活动，提高消费者识别非

法金融活动和防范不法侵

害的能力，广受客户好评。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工行

宝鸡分行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从大街

小巷到校园社区，处处都能看到

工行人热心宣传的身影。他们用

热情周到的服务和生动翔实的案

例讲解，为广大客户普及金融知

识，切实提升公众的金融素养和

金融安全意识，积极推进社会公

众与金融机构的良性互动，为市

民的金融资产及金融信息安全保

驾护航。        本报记者 岛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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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校园贷新套路
        斩断校园金融

毛露 黑手
近年来，“校园贷”争议不断，引发社

会关注。国家也出台相关政策，暂停网贷机

构开展校园贷业务。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

持续经营，且出现了变异后的“校园贷”，

继续面向在校学生开展贷款业务。学生为

何会选用校园贷？如何识别并防范伪装的

“校园贷”？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变种校园贷“卷土重来”

近几年，“校园贷”的形式已经从早期

的分期购物和现金借贷向网络购物等方面

演变，学生更加难以识别。还有一些变种校

园贷，就是利用各种网贷平台，用下一家网

贷平台的借款偿还上一家的借款，并以“网

络兼职”的名义招收各种代理推广，美其名

曰帮助大学生“上岸服务、清账”。然而，这种

“以贷养贷”的模式，不过是另一种网贷陷

阱。大学生王某因为不会理财，不到两个月

就把一学期的预算花完了。正当他为生活费

发愁时，一直跟他要好的学长找上门来，表

示有办法帮他缓解生活费紧张问题。在学长

保证没有任何风险之后，王某拿着身份证和

银行卡在某APP 上签了一份“兼职协议”，

内容是以王某的名义贷款但不需要他来偿

还，每月该APP 会固定替他还款。就这样，

王某拿到了几百元的“兼职费”，并在第一个

月收到还款转账信息。尝到甜头后他还把这

个“兼职”介绍给了其他朋友，额外收到了一

些中介费。然而不久后，该APP 突然下架，

负责人跑路，王某面对无休止的催债，怕影

响征信，只得求助家长……

据了解，“校园贷”此前有四类参与主

体: 一是电商系，包括京东白条以及分期

乐商城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用户；二是各

类网贷机构；三是各类民间金融线上化的

高利贷者；四是以“校园贷”为幌子进行犯

罪的不法分子。校园贷乱象基本上都是由

第三类和第四类引发的。

业内人士认为，学生消费资金供给不

平衡，认识不到校园贷的危害; 家长得知

孩子被校园贷“套住”未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这些都为违规“校园贷”提供了生

存空间。

积极引导学生 净化校园环境

为何校园贷屡禁不止？归根结底还是

由于大学生金融意识淡薄，消费观和价值

观存在偏差。在提前消费理念的诱导下，越

来越多的“90 后”“00 后”形成了借款消费

的习惯。

笔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我市高校的很

多学生都收到过或看到过各类借贷平台的

小广告。针对全国高校校园贷恶性事件频

发的情况，宝鸡文理学院在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中引入消费观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理性、适度、健康

的消费观；借助网络微课向

新生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设

计符合学生特点的金融

知识安全微课，将《金

融知识安全微课学习

通知》与《录取通知

书》同时发放到学

生手中；组织邀请

相关专业人士走进

校园作主题报告，

引导大学生改掉

盲目消费的坏习

惯。学校还多方了

解学生消费情况，

排查是否存在校园

贷问题，发现有异常

消费行为的学生，会

对其进行重点排查，一

旦发现学生参与“校园

贷”，会第一时间联系家长

并上报有关部门，及时消除

“校园贷”问题。

多措并举“开正门”“防偏门”

2017 年 6 月，原银监会发文，鼓励商

业银行积极研究、探索校园贷可持续经

营模式，通过开展正规金融业务打开“正

门”，从源头上杜绝校园贷乱象。强调在

清理校园贷等问题平台的同时，也要关注

大学生合理消费信贷需求，不能搞“一刀

切”，应当培育更多稳健经营、风控技术完

备的消费金融平台，为大学生提供小额、适

度的消费金融产品。

据业内人士介绍，银行专门为在校大

学生提供综合化互联网金融服务，能满足

大学生购物消费、校园一卡通充值、手机充

值等日常需要，推出了“智慧校园卡”“亲

情汇款”“提前享”等特色服务，并协助学

校开展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活动，提醒大学

生合规、正确地使用金融产品，积极引导

大学生全面体验手机银行带来的便利，提

醒大学生增强安全意识，保管好密码

和U 盾，认清网站网址，确保计算机

系统安全，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

机，严防网络诈骗。业内人士建议，

大学生应通过正规平台和渠道办理

贷款业务，在生活中保管好自己的

信息，防止信息外泄，学校要教育学

生重视个人信用记录，让学生认识

到良好的信用记录对其今后生活的

作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