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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显示神威
识别电信诈骗

2018年9月的一天，70多岁的李大
爷匆匆忙忙来到工商银行沈阳分行南
京街支行，要求汇款5万元。老人不安
的神色引起了大堂经理的注意，她询问
李大爷是否认识收款人，李大爷虽然表
示认识，感觉还是不放心的大堂经理迅
速打开电脑中的一个特殊程序，把收款
人账号输入其中进行“可疑账户查询”，
程序立即弹出了预警提示，大堂经理立
即劝阻客户停止汇款，成功为客户挽回
了一大笔损失。

大堂经理使用的这个特殊程序，
叫做工银“融安 e 信”，是由中国工商
银行首家开发建成的外部风险咨询
服务平台，通过工商银行互联网金融
产品“融 e联”独家上线，工银“融安 e
信”（公益版）可以为客户提供免费电
信诈骗查询和提示，有效保护公众财
产安全。以公安机关侦破的电信诈
骗案件涉案账号为基础，通过建立风
险黑名单库、打造零时差响应等高级
别安全工具，供社会公众在办理转账
汇款前对有关账号进行安全性查询
与参考。比如令很多人难辨真伪、防
不胜防的“冒充老同学借钱”，以往由

于信息不对称，十有八九会上当。现
在，有了工银“融安e信”，可以迅速查
询收款账号，如果该账户曾用于电信
诈骗、被公安机关列为涉案账户，就
会立即触发预警，避免被骗。

高端技术
助建诚信社会

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飞速发
展、日新月异，在给社会各行业带来
重大机遇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诈
骗、信贷诈骗、票证诈骗、信用卡诈
骗、电信诈骗等欺诈风险，给相关行
业的经营发展和社会公众财产安全
构成巨大挑战。为有效应对上述风
险，中国工商银行运用信息化技术和
大数据，投入近百名专业研发力量和
6000 余万资金，历时 1 年半，于 2012
年在国内银行同业首家开发建成外
部风险咨询服务平台（简称“工银融
安e信”），“工银融安e信”集风险信息
收集分析、风险评级、数据挖掘、实时
预警、自动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在中
国银行业首创实现了对外部风险的
实时预警和有效干预，该系统拥有目
前国内最大的金融风险黑名单数据
库，产品体系由黑名单服务，逐步扩
展到风险类、情报类、关联类、评估

类、国际类五大信息体系，市场竞争
力持续提升。各项功能和指标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可以满足不同行业风
险咨询服务需求。

目前该系统在工行内部已经成
熟运行了6年之久，并实现了全集团、
全业务、全渠道自动布控应用，工行
境内 1.8 万个营业网点、境外 41 个国
家和地区 400 余家分支机构、10 余万
台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
均已应用“融安e信”。日均筛查集团
各类业务交易1000余万笔，平均每分
钟筛查 7000余笔。“融安 e信”开启了
银行业智能化与大数据风险服务新
模式，自 2015年 10月推出以来，满足
了不同行业风险咨询服务需求，实现

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风控效益多
赢的局面。在为客户提供优质风险
服务的同时，还积极助力诚信社会建
设，以实际行动践行党中央服务实体
经济和普惠金融工作精神，融安 e 信
应用成效获得了国家政府部门的充
分肯定。

多措并举
打造安全银行

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紧跟总行
发展战略步伐，努力打造安全银行。
一是积极推广工银“融安 e 信”，有效
应用。通过多次“融安 e 信”实际应
用，其强大功能和显著效果有效提升

了社会公众对电信诈骗以及外部欺
诈风险防控甄别能力，具有较高的社
会价值。从2015年到目前，工商银行
辽宁省分行全辖通过“融安e信”成功
堵截各类诈骗事件4958起，金额9530
万元，积极有效保障了客户财产安
全。二是加强外部欺诈防范、宣传工
作，提高外部欺诈风险事件的识别能
力和防范技巧。该行积极向客户宣
传、解释银行业务办理的常识、电信
诈骗犯罪的特点等。告诫客户不要
轻信各类中奖信息，不要轻信别人的
投资误导等，提醒客户保护好自己的
密码和存款介质，从源头上防止电信
诈骗事件的发生。三是加强合作共
享，拓展防范空间。积极与各级公
安、司法等监管部门开展多渠道、多
方位的信息共享合作，吸取和挖掘各
类外部欺诈风险信息，充实工商银行
外部欺诈风险系统数据信息。同时
依托辽宁省公安厅“反诈骗中心”，积
极收集外部欺诈风险信息，建立共同
防范机制，有效打击防范电信诈骗事
件发生，稳妥推进辽宁地区外部欺诈
风险防控。密切配合公安部门，对涉
案账户进行快速查询，紧急止付、冻
结、划扣等防控措施，有效打击、防范
电信诈骗等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下一步，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将进
一步加强为客户资金安全服务工作。
同时，将通过加强产品宣传，采取精准
营销、定期跟进等措施，加强“融安e信”
人才培养和品牌建设，不断加快“融安e
信”产品推广和应用，做大做强“融安e
信”服务品牌，打造客户信赖的“最安全
银行”。

张悦

“工银融安e信”为客户安全保驾护航
工商银行构建大数据风险信息智能平台

对于银行客户来说，安全问题最关心。工商银行作为国有银行，本着
践行社会责任、构建诚信社会的大行担当，特别注意金融安全体系的构
建，工行运用先进的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根据金融同业及企业客户风险
防控需求自主研发的银行业首款风险信息服务平台——“工银融安e信”
大数据风险信息智能服务平台，为客户的安全构建一道道保障关卡。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胡婷婷报道 近日冷空气一直是
天气舞台的主角，进入了大雪节气，
气温低天气冷，这也让我们真切地感
受到了冬天的到来。

未来几天沈城天气以晴为主，冷
空气势力逐渐减弱，气温开始回升。
今天到周四最高气温在-3℃到-
4℃，最低气温在-14℃到-17℃。

周五，最高温将回升到 0℃，周
六最高温将继续上升，达到 3℃。所
以大家要坚持一下，再忍一忍，温暖
的天气就要到来，最近冷暖空气交替

比较频繁，请大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
息，注意着装。

全省范围内，今天晴转多云，最
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地区及
西丰-20℃到-16℃，大连市区、金
州、旅顺、庄河、长海-6℃到-2℃，鞍
山地区及普兰店、瓦房店-10℃到-
7℃，其他地区-15℃到-11℃。今天
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地区小雪，其他
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2日白天全
省多云转晴。

寒冷的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高发期，提醒老年人要特别注意防寒

保暖，尤其注意手部和头部的保暖。
辽宁省气象局预计未来7天降水

量，大连、丹东地区偏少2～5成，其他
地区偏少5成以上。平均气温全省较
常年偏低1℃～3℃。极端最低气温抚
顺、铁岭地区及建平-21℃～-18℃。
锦州、营口、盘锦地区及瓦房店、普兰
店、庄河、鞍山市区、台安、海城、葫芦
岛市区、兴城、绥中-17℃～-14℃，大
连市区、金州、旅顺、长海-9℃～-6℃，
其他地区-13℃～-10℃。

回顾 11 月天气情况，11 月全省
平均降水量为 8.8 毫米，较常年偏少

46.3%。沈阳、鞍山大部、锦州、营口、
阜新、辽阳、铁岭西部、朝阳、盘锦和
葫芦岛偏少 51%～100%，大连大部、
抚 顺 西 部 、本 溪 中 部 和 丹 东 偏 少
6.6%～48%，其他地区偏多 13.4%～
156.4%。

11 月全省平均气温 2.2℃，较常
年偏高 1.3℃。其中，葫芦岛中部偏
低 0.1℃～0.3℃，沈阳、大连、鞍山大
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丹东大部、
营口大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大
部、锦州和盘锦偏高 1.1℃～2.7℃，
其他地区偏高0.1℃～1.0℃。

本周气温回升 周六最高温达3℃

到北京出差回来，到停车场取
车，司机却发现车打不着火。在寒
风中，司机正不知所措时，3 名路过
的年轻人帮助查找原因，并帮助司
机解决了问题。

昨晚9时许，吕女士夫妻俩从北
京出差回来，到葫芦岛后前往北站
停车场准备取车。上车后发现车辆
打不着火，急得夫妻俩不知所措。

“怎么了，需要帮忙吗？”此时，
从一辆车上下来 3 个年轻人。“车打
不着火了，不知道啥原因?”夫妻俩回
答。其中一个男子拿着吕女士的车
钥匙打火后，发现仪表盘上有个指
示灯变红了。“你家车电瓶没电
了，尤其是天冷长时间不开，加上电
瓶长时间没换，就很容易会打不着
火。你家车电瓶几年没换了？”

原来，吕女士家的车是8年前购

买的，才开了 4.5万公里。由于夫妻
俩距离单位近，每天都是步行上下
班，开车的时候并不多，对车辆保养

的常识也知之甚少，8年来根本没换
过电瓶。

得知该情况，另一名男子从他

们的车内取出电瓶连接线，另两人
打开车机盖、用连接线连上有电的
电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再打火。

“罢工车”打着火了，这时3名年
轻男子的手都快冻僵了，吕女士夫妻
俩非常感激，掏出 100 元表示感谢，

“大姐，我们偏巧赶上，力所能及帮一
把是应该的。”年轻人婉言谢绝了。

经了解得知，这3个小伙儿是田
宝元、王维和朱志会，他们是好朋
友，都是从事汽车修理和售后服务
的。当天他们三人出去吃饭，返回
途中遇到吕女士家的车电瓶没电
了，就停车询问，并帮助解决了燃眉
之急。尽管当晚的天气很冷，吕女
士夫妻俩冻得浑身发抖，但两人的
心里觉得非常温暖。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
岛记者 胡清文并摄

开车打不着火 仨小伙冬夜施援手

昨晚，仨小伙帮助吕女士夫妻俩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