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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
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平安产
险辽宁分公司在9月开展2021年“金融
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
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

公司发挥门店宣传“阵地”作用，
营造宣传氛围，全省66个营业网点均

布置金融宣传月的条幅、海报、电子
屏，设立金融知识宣教专区，设立老
年人等待区、专属服务窗口，投放老
年人防金融诈骗知识折页，播放金融
知识百科动画片，张贴消费风险提
示、投诉受理通道及流程。

与“四深入、全覆盖”活动有机结
合，并密切结合疫情防控要求，侧重

于线上宣传。平安产险辽宁分公司
与社区、学校联合，组织开展面向在
校学生、老年人、农村居民等不同群
体的线上金融宣传16场，覆盖人数近
千人，倡导理性金融消费理念，营造
良好金融市场环境。其中，与辽宁大
学经济学院 19 届保险班，联合开展

“平安产险连线辽宁大学”线上课堂

活动，与沈河区永环社区联合开展老
年人防金融诈骗微信群宣传活动。

此外，平安产险辽宁分公司计划于
月末开展“护航活动”，在全省13个交通
枢纽设立“护航网点”，为广大车主出行
进行守护，同时帮助老年人线上理赔，
普及金融防诈骗知识。

苗 蕊

平安产险辽宁分公司——

开展线上宣传倡导理性金融消费

本报讯 近日，“东软兴知”消费
者教育示范基地授牌暨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举行。在高
校建立消费者教育示范基地，这在我
省尚属首次。大连银保监分局、大连市
银行业协会、兴业银行大连分行、东软
教育集团相关领导出席授牌签约仪式。

“东软兴知”消费者教育示范基
地是由兴业银行大连分行和大连东
软信息学院联合申报、共同筹建的高
校消费者教育示范基地。通过整合
社会力量和教育资源，打破行业界
限，通过多样化、体验式、公益性的金

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向大学生普及
金融知识、提升大学生群体金融素养
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助推金融知识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大连银保监分
局和大连市银行业协会的指导下，基
地将建设成为以“教育一个学生、辐射
整个家庭、造福社会经济”为目标的高
校特色金融教育重要阵地。

根据协议，大连市银行业协会、兴
业银行大连分行和东软教育集团三方
在聚焦“一老一少”、开展特殊群体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的基础上，以金融宣
教为契机，在人才培养合作、金融宣教

基地建设和行业实习平台建设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把基地的各项功能落
到实处，实现宣传教育、产学联动、人
才培养三方资源共建、合作共赢的良
好局面。

“大连分行一以贯之地推进总行
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部署，不
断完善消保工作制度，优化管理流程，
创新宣教形式，切实在日常管理中将
消费者保护融入业务的全流程。”兴业
银行大连分行行长曹忠山表示，此次
与东软集团共建“东软兴知”消费者教
育示范基地是源于双方多年来深厚的

合作基础，相信依托东软集团的教育
资源和数字化人才教育优势，能够加
快实现兴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切实
提高兴业银行服务大众的本领。

“服务立行，消保先行”，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做好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根植于兴业银行
大连分行发展战略，植入企业文化基
因中。近年来，兴业银行大连分行积
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深入社区、村
镇、校园、企业为特定群体开展针对性
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工作。

王世扬

省内首家高校消费者教育示范基地成立
旨在提升大学生群体金融素养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
增强金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有
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清朗金融
网络环境，国华人寿辽宁分公司根据
辽宁银保监局相关部署积极推进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月”系列宣传活动。
公司在前台大厅显著位置悬挂

“金融知识普及月”的宣传条幅和金融

知识宣传海报，并设置教育宣传区域，
摆放宣传材料及适老措施，并配有“老
年人优先”的指示牌。

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月”特别早会，同时，利用现有
资源推动建设“线上+线下”金融宣传
全网格，通过微信群、微信朋友圈转发
关于“金融知识普及月”的相关宣传

内容。
为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公司宣传人员走进沈阳市和
平区民富小区等周边社区，向社会公
众发放金融普及宣传材料，讲解相关
金融知识，宣传老年人防骗指南、反洗
钱常识等内容，帮助消费者，特别是老
年人提高对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金

融知识的认知能力和风险意识。
消费者权益保护常态化。公司将

持续开展“金融联合宣教”宣传活动，
通过更多的户外宣传，以及在线上媒
体转发案例及视频等方式，传播金融
正能量，共同维护良好的金融环境和
社会秩序。

郑长海

国华人寿辽宁分公司——

依托现有资源建设金融宣传全网格

本报讯 位于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伊吗图镇的辽宁氟产业开发
园区现有注册企业 42 家，是我省
重点支持的产业基地之一。为更
好地服务园区发展，作为氟化工原
料的监管部门，阜新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以公安“勤跑腿”，企业“少跑
路”为理念，全力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针对氟化工行业的特殊性，禁
毒支队建立了主管领导、业务对口

民警、企业相关员工联动机制，优
先解决涉及氟化工企业发展的危
化品安全源头治理、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等迫切问题。先后出台了容
缺办理政策、服务企业绿色通道、
首次免罚清单、合理行政裁量、专
项服务制度五项措施，督促警务
人员勤下园区，常联系企业，了解
企业需求，帮助解决困难，助力氟
产业开发园区发展。

王宗辉

阜新市公安局
出台五举措服务产业开发园区

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各地传真 CHUANZHEN

本报讯 近日，农发行朝阳北
票市支行获批城乡一体化贷款3.3
亿元，并已实现首笔 1.02 亿元投
放，用于北票市东官营河生态综合
治理。

东官营河为牤牛河支流，流经
东官营镇、五间房镇，为北票市台
吉新城与北票老城区的分界河，汇
入凉水河后并入白石水库，是北票
市区防洪排涝的枢纽关键，也是北
票市围绕白石水库打造生态景观
带的“河道走廊”，打造绿色生态文
明城市的“名片河流”。而今，河道
内杂草丛生，淤积严重，部分河道
已出现断流状态，进行生态综合
治理迫在眉睫。

了解这一情况后，农发行朝阳
北票市支行主动作为，积极与地方

政府及相关部门深入对接，通过提
前介入、融智融资、上下联动、专班
跟进等方式，全力提升服务质效、
集中推进项目进度，助推项目早落
地、早见效。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382.58
亩，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四座拦河
坝、生态环境工程、泵站及管线工
程、农产品园区污水处理厂工程以
及原橡胶坝改造工程。项目实施
后，在提升河道防洪、保障水环境
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优化配置城
乡资源等方面将产生良好的社会
效益，为“十四五”期间建设北票

“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生态要市”，
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城市形成有力
支持。

路成城

农发行朝阳北票市支行
投放亿元贷款治理东官营河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
金融素养，推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
融知识普及，提高风险防范和金融服
务意识，近日，泰康人寿辽宁分公司
积极开展 2021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教育宣传工作，以

“普及金融知识 提升金融素养 共建
清朗网络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举
办了一系列教育宣传活动。

泰康人寿辽宁分公司强化金融
机构主体责任，努力共建良好金融生
态。公司将此次金融宣教活动与“四

深入、全覆盖”金融宣教活动有机结
合，聚焦“一老一少”、带动中间人群，
紧密围绕科普保险基础知识、有效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非法集资、反
洗钱、引导依法理性维权、普惠服务
入基层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具有实操
性、安全性、创新性的各类线上线下
宣教活动。如在辖下营业场所设立
宣传教育阅览区，通过公司电子屏、
广告机、电视等宣传媒介播放活动海
报、活动口号和金融风险警示动画
片，在社区、农村、企业等场所发放金
融普及宣传资料，面向老年人重点普

及理性投资理念和风险防范意识，将
宣传教育与推动金融服务适老化相
结合，面向年轻消费者重点普及理性
消费、基础保险知识等，引导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念、培育保险意识。

与此同时，泰康人寿辽宁分公司
充分运用公司官网、官微、微信朋友
圈等宣传渠道，普及常见非法金融活
动的表现形式，包括电信网络诈骗、
非法集资等，引导社会公众自觉远离
非法金融活动，引导金融消费者自觉
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网络
防护技能。

本次金融联合教育宣传活动，
是泰康人寿辽宁分公司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重要体现，公
司以增强消费者金融素养、提高风
险防范意识为宗旨，不断强化消费
者宣传教育，积极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泰康人寿辽宁分公司将密切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利用线
上线下渠道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广覆
盖、多形式的教育宣传活动，增强广
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实现保险让
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王 楠

泰康人寿辽宁分公司推出主题宣教活动

聚焦“一老一少”普及保险知识
本报讯 为增强大学生反电

信诈骗的意识，提高大学生自我保
护的能力，近日，沈阳市公安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民警走进沈阳
化工大学，为 3500 余名大一新生
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范电信诈骗“第
一课”。

讲座中，民警通过身边的真实
案例向大家介绍了刷单诈骗、贷款
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投资理财
诈骗等八种常见电信诈骗方式，揭

穿常用的诈骗伎俩，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应对防范措施。

民警告诫同学们，遇事要沉着
冷静，并提醒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
收到陌生电话与短信时，不要轻易
点击链接，发现上当受骗后，要及
时报警并采取紧急处置方式。民
警还向师生们推荐下载“国家反诈
中心”APP。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

徐 博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警
为大学生上防范电信诈骗第一课

本报讯 为有效提升辖区群
众风险防范意识，减少可防性案
件发生，东港市公安局在全市范
围内全方位多角度出击，深入开
展防电信诈骗、禁毒、禁烧秸秆
等宣传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范
意识。

据了解，东港警方采取线上
线下同步发力的方式，将宣传触
角延伸到每一个村社网格群、物
业及行业协会群等社交网络群
中；线下针对辖区部分村庄偏

远、村民散居、街巷狭窄等情况，
启动“大喇叭+骑行警务”宣传模
式，沿街播放讲解典型案例，通
过骑行警务精准入户，一对一以
案说法。

截至目前，东港警方宣传进社
村130余次，走街入户4.2万余户，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7500 份，宣传
受众达 15 万人次，及时发现并制
止7起疑似诈骗案件，其他可防性
案件同比下降18%。

李 琪

丹东东港市警方
以案说法提升群众防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