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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版金融之窗金融之窗

古语云：“善治病者，必医

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

起弊之源。” 

那如何让在工作中时时刻

刻和金钱打交道的银行业、保

险业从业者面对诱惑，不触“底

线”，不越“红线”？追根溯源，

不仅要有制度的约束，更需要清

廉文化的熏陶，让从业者自觉严

格要求自己，将清廉意识贯穿到

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 

为此，宝鸡银保监分局在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上下足功夫，

梳理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要

点，阶段性推动文化建设走深走

实，本月更是启动了银行业保险

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活动月，充

分发挥清廉金融文化的教育、激

励、凝聚、导向和约束作用，推动

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价值取向

和行为方式在我市金融系统蔚

然成风。

系统推进 
融入清廉文化“宝鸡味道”

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清廉的文化氛围更是一

支队伍、一个企业永葆健康生机

与活力的关键。

宝鸡不仅是周秦文化的发

祥地，更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

源，比如扶眉战役纪念馆、凤县

革命纪念馆。去年底，这两处红

色遗址被确立为我市的清廉金

融文化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和廉政教育示范基地作用，

让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成风化

人，不断培育我市金融从业人员

忠诚、干净、担当的风骨。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分为推

进年、提升年、深化年三个阶段。

去年就是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推

进年。”宝鸡银保监分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2020 年，他们通

过 制 定 工 作

规划，发起清

廉金融文化

倡议，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创办

“一带一路”清廉金融文化论坛，

开展专题研讨，搭建宣传平台，

制定廉洁从业规范，开展征文、

竞赛、作品展播等一系列基础性

金融文化活动，全面启动了清廉

文化创建工作，初步在我市银行

业、保险业形成了清廉金融文化

框架和氛围。

今年是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提

升年，宝鸡银保监分局在各项重点

工作全面开展的基础上，将通过提

升论坛研讨深度、广度，树立优秀

文化品牌，用好清廉教育基地，开

展典型标杆评选，扩大清廉金融文

化建设范围，使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此次开展的

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活动月，就是提升年工作中的一

项。”宝鸡银保监分局工作人员表

示，2022 深化年，他们将进一步

完善制度建设，深化清廉金融文化

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基本形成与银

行业保险业稳健发展相适应的清

廉金融文化制度机制和生态体系，

将银行业保险业建设成为清廉金

融文化高地。

发出倡议 
营造清廉文化浓厚氛围

清廉金融文化是关于清廉的

金融理念、金融制度、金融道德、

金融价值观念或行为规范。倡导

清廉金融文化，净化金融政治生

态，是金融行业立足当前、着眼未

来，确保金融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神圣使命。

日前，一则 1000 余字的《宝

鸡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

建设提升年联创共建倡议书》发

送到了我市各家银行机构、保险

企业。《倡议书》从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意识，坚持精品意

识、形成品牌特色，注重业务融

合、促进高质量发展，搭建交流

平台、共建良好生态四个方面，

要求我市银行业、保险业将党建

工作与公司治理、内控合规管

理深度融合，通过多层次、多

方位的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把责任和意识潜移默化，形

成党委统一领导、各有关部

门密切配合，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工作格局，不断提升金

融反腐的内生动力。

《倡议书》提出，要

突出“提升年”文化建设

特色，立足宝鸡人文历

史和宝鸡精神，坚持监

管机构引领推动，银行保险机构

深化实践，社团组织积极作为，深

入挖掘自身清廉文化建设实践中

积累的独特元素，系统归纳总结

特色做法和成功经验，最大限度

地体现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追

求。同时，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和

监督执纪力度，落实金融反腐协

调机制要求，加强业内协作配合，

形成整体合力，积极推动金融反

腐工作深入开展。此外，充分发挥

平台推动作用，提升清廉金融文

化建设的影响力、覆盖面和有效

性等。

“收到《倡议书》后，我们立

刻行动起来，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为我市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贡献力

量。”在采访中，我市不少银行机

构、保险企业这样表示。通过倡议

引导，目前，全市银行业、保险业

将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放到重要位

置，努力在行业内营造出清正廉

洁的良好文化氛围。

突出实效 
推动清廉文化走心入脑

清廉文化建设，关键在于

“落地生根”。只有通过不同的载

体和途径，呈现出来、传播出去，

得到银行业、保险业从业人员的

认知、认同，才能真正起到营造社

会氛围、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的作用。

“这段时间，各家机构都很

积极地在本单位开展清廉金融文

化建设活动，这也让清廉文化越

来越深入人心。”宝鸡银保监分局

工作人员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

继续在各机构间强化“一盘棋”思

想，并依托“监管部门倡导推动、

金融机构主动作为、社团组织搭

建平台、党校高校智库联动”的清

廉金融文化建设机制，加强机构

间的沟通交流、联动协作、信息共

享和评估评价，逐渐形成清廉文

化建设工作合力。同时，大力培育

富含企业特质、契合行业清廉文

化理念的品牌形象，让清廉金融

文化成果在宝鸡遍地开花，让清

廉文化建设在银行业、保险业走

深走实。

建设清廉金融文化是我市金

融行业共同的责任，在清廉金融

文化建设推进年里，我市金融机

构必将乘势而上，严防金融风险

和腐败，用清廉金融文化助守金

融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向广

大群众展示出“清廉、诚信、合规、

公开、为民”的良好风貌。

9 月 8 日，宝鸡银保监分局组织
开展了主题为“传承弘扬中华历史文
化，探寻青铜器中的廉洁故事”清廉
金融文化建设主题活动。全体党员干
部走进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听取专业
讲解，了解青铜器背后的廉洁故事，
深切体会传承千年的清廉文化精神
内涵。                               （李晓菲）

为进一步提升宝鸡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

建设质效，夯实金融从业人员思想政治基础，增强“不

想腐”的自觉，本刊特开设《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打

造风清气正金融生态》栏目，充分展示我市各金融机

构廉洁自律、合规经营的良好形象。

快乐 8“重温经典二十选五奖上奖” 再添新玩法 ——

选五中五全派奖全新起航
近日，陕西福彩快乐 8“重温经

典 二十选五奖上奖”活动再添新玩

法，在现有“二十选五奖上奖”活动基

础上，增加“选五中五全派奖”奖项，

再次带领彩民重温经典，收获惊喜。

“二十选五奖上奖”继续快乐翻倍

作为陕西福彩年度重点回馈活

动，快乐 8游戏“重温经典 二十选五

奖上奖”千万大派奖是省福彩中心今

年进一步回馈广大购彩者，提升快乐

8游戏品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活动期间，凡在全省快乐8试点投

注站购买快乐8游戏选五玩法彩票，若

所选号码为1-20中的任意5个号码，

并且当期开奖中得选五中五奖项，在中

得快乐8游戏选五玩法常规奖金的同

时，可另外获得“二十选五奖上奖”1000

元派奖奖金，单注总奖金2000元。

“选五中五全派奖”加入派奖套餐

“选五中五”都派奖，即在“二十

选五奖上奖”奖项的基础上，增加选

五中五全派奖奖项。

活动期间，凡在全省快乐8试点

投注站采用任意投注方式，选择任意号

码购买快乐8游戏选五玩法彩票，若当

期开奖中得选五中五奖项，在中得快

乐8选五玩法常规奖金的同时，可另外

获得500元派奖奖金，单注总奖金1500

元。彩民兑奖成功后按兑奖金额向彩民

支付常规奖及派奖奖金。派奖活动奖金

不能在自助兑奖终端上兑付，活动中奖

彩票兑奖截止时间同常规奖。

本次活动“二十选五奖上奖”与

“选五中五全派奖”不可兼中兼得。

以上两个奖项合并使用 1000 万元

派奖奖金，资金从一般调节基金内

支出，派完为止。若活动期内派奖总

资金超出 1000 万元，差额部分由一

般调节基金补足。        （李晓菲）

工行宝鸡分行：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打击跨境赌博活动
日前，工行宝鸡分行全面开展防

范电信诈骗打击跨境赌博集中宣传

月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线上宣传等

多种形式，以实际行动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帮助广大市民守好“钱袋子”。

截至目前，累计参与活动上百人，发

放宣传资料千余份。

如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不法

分子借机利用新型网络设备实施电信

诈骗、跨境赌博，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

益。为此，工行宝鸡分行在全辖组织开

展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

博集中宣传月活动，不仅在网点大厅

等醒目位置设立宣传台，摆放防诈拒

赌内容的宣传折页，在LED屏幕、营

业大厅的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宣传标

语。此外，工作人员还利用客户等候时

间，向客户特别是老年和中学生客户

散发宣传资料，现场做手机操作演示，

引导大家安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官

方App”，进一步做好安全引导工作。

同时，积极开展线上宣传，扩大

宣传群体，要求各支行在微信客户群

眉县举办猕猴桃产业发展集中授信大会 ——

3.36 亿元支持猕猴桃产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一场专为解决猕

猴桃收购企业、收购贩运大户等收购

资金紧缺难题的集中授信大会召开。

会上眉县农商行授信 3.36 亿元，全

力助力眉县猕猴桃采收顺利开展。

目前，正是猕猴桃成熟上市的

季节，在眉县各家的猕猴桃园内，绿

油油的棚架下，一个个猕猴桃沉甸

甸地挂满枝头，处处皆是丰收的景

象。“成熟后的猕猴桃及时收购入

库，不仅可以保证果品的质量，而且

能尽快进入市场。”会上一位收购大

户表示，现在收购企业、经济合作

社、收购贩运大户等都急需收购资

金，这次集中授信彻底帮助他们解

决了资金难题。据了解，此次为了确

保猕猴桃收购顺利，眉县农商行积

极行动，及时与有资金需求的猕猴

桃经营主体对接，并在有关部门的

帮助下举办了 2021 年金融支持乡

村振兴暨猕猴桃产业发展集中授信

大会，向果品购销企业等法人及职

业农民等自然人授信 3.36 亿元，全

力支持当地猕猴桃产业做大做强。

在当天的授信大会上，人行眉县

支行解读了国家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有关金融宏观政策及重要

会议精神，眉县农商行公布了该行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

宣读了《眉县农商行 2021 年金融支

持乡村振兴暨猕猴桃产业发展集中

授信工作通知》。        （李晓菲）

浦发银行宝鸡分行积极响应“书香三秦”公益慈善活动——

建起书屋留守儿童乐了
“我捐100元！”“我捐200元！”

近日，在浦发银行宝鸡分行,80 余名

员工仅半天时间就捐款 12000 元，帮

助乡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建

设“小候鸟书窝”。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关爱乡村儿童、留守儿童是全社

会共同的责任。为了改善他们的阅

读环境、助推三秦大地乡村儿童书

屋（架）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在

全省开展“书香三秦——让乡村儿

童读好书”捐助援建活动。为此，陕

西省银行业协会发起倡议，号召各

家银行机构踊跃参与活动。

“关心、关爱乡村儿童、留守儿

童的健康成长，是我们银行业应尽

的责任。”浦发银行宝鸡分行负责人

说。日前，分行全体员工纷纷解囊相

助，积极主动参与捐款活动，半天

时间捐款 12000 元，这笔资金可以

建设 3 个“书香三秦——小候鸟书

窝”，为孩子们提供一片温馨的读书

小天地，让他们通过阅读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

   （李晓菲）

宝鸡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
电话：3208530

公益
福彩

宝鸡分行

卡
生活

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打造风清气正金融生态

从青铜器里
学习廉洁文化

让清廉金融文化遍地开花
—— 我市启动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活动

本报记者 李晓菲

发送“守护老幼 远离欺诈”防范欺

诈漫画，以及陕西省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教你 10招远离 89种诈骗伎

俩，了解 5 大诈骗心法和防骗 9 招”

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方

式向广大客户普及防诈骗知识，并

通过系统设置，让客户在使用网上

银行、自助设备时也会以弹窗提示

的方式进行反欺诈宣传，提醒广大

群众提防网络贷款、刷单返利、虚假

投资理财、“杀猪盘”等诈骗手段。

此外，该行还积极开展“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我们在行动”主题

活动，前往社区、企业和农村等地，

重点对老年人、企业财会人员普及

防诈拒赌知识，让反诈拒赌的观念

更进一步深入人心。     （李晓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