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综合新闻│072017年7月24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逯彦萃 鲍阿瞳 徐东坡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如今，人们的
生活、工作、娱乐都和微信的关系越来越
紧密，但是，随着微信社交平台的发展，
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实施网络诈骗案件时
有发生。7月 20日，省反虚假信息诈骗
中心发布安全防范提示，在红包诈骗、代
购诈骗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微信
网络诈骗，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
要被高回报、轻松赚钱的骗术所迷惑。

微信扫码支付诈骗。不法分子将另
一微信头像和名字更改为与收款商家一
致，购物时假装扫微信二维码支付，手机
上随即出现商家的微信二维码昵称，并
显示支付成功的截图界面，实际上诈骗
分子假装扫码后将钱转入了已克隆好的
微信账号。警方提醒，如果发现二维码
存在覆盖、损毁或有其他明显异常的情
况一定要及时核实，防止不法分子更换
二维码。此外，通过网络社交软件非面
对面转账时，不要使用识别图片二维码
的方式转账汇款，谨防骗子使用假冒的
二维码实施诈骗。

朋友圈“点赞”诈骗。不法分子冒充
商家发布“点赞有奖”信息，要求参与者将
姓名、电话等个人资料发至微信平台，一
旦不法分子套取完个人信息后，即以“手
续费”“公证费”“保证金”等形式实施诈

骗。警方提醒，所谓点赞骗局其实与以往
中奖诈骗如出一辙，先是以优厚的奖品吸
引参加，然后再以税费自理等方式要求先
打款，之后就失去联络。网友在朋友圈点
赞前最好先跟朋友沟通，不要随便打开未
知网页，以防感染病毒造成财产损失。

假公众账号诈骗。不法分子用“交
通违章查询”等名称在微信平台上建立
公众账号，让人误以为此号是官方微信

发布账号，利用假公众账号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对于各类公众账号要提高警
惕，擦亮双眼，多方求证真伪，尤其不要
随意进行网上交易。

木马二维码诈骗。不法分子给受害
人发送便宜出售商品或返利信息，再发
送商品二维码，二维码是木马病毒，用户
一旦安装，应用账号、密码就会被盗。警
方提醒，不要见码就扫，在扫码前一定要

确认该二维码是否出自知名正规的网
站，一些发布在来路不明的网站上的二
维码最好不要扫描，更不要点开链接或
下载安装。在手机中安装防病毒安全软
件等相应的防护程序，一旦出现有害信
息，可以及时提醒和杀毒。

“白富美”网络理财诈骗。不法分子
使用“白富美”“女网红”的身份，在朋友
圈中发一些美女生活照或炫富的照片，
打着炒白银、原油等幌子，以高额回报诱
骗投资人投资，从而实施诈骗。警方提
醒，对于陌生人主动添加好友一定要留
神，不要轻易相信从未谋面的朋友所展
示的朋友圈。此外，切不可心存侥幸，妄
想一夜暴富，投资要选择正规合法交易
平台。

警方提醒广大网友，首先要有意识
地保护个人信息，尽量不在社交平台暴
露不必要的个人信息。其次，无论谁让
你转账汇款，都要提高警惕，最好多渠道
核实情况，千万不要急于转账汇款。再
次，重要的账号密码设置尽量复杂，最好
英文、数字混用，网聊时不要随便接收来
路不明的文件，防止因中木马病毒而导
致账号被盗。对陌生人提出的汇款要
求，要确认真实信息后，再转账汇款，如
果上当被骗，要在第一时间报警。②8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23日，第十
三届全运会射击（飞碟项目）决赛在我省
宜阳县凤凰岭射击射箭训练基地展开了
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在男子多向决赛
中，解放军选手于小凯后来居上，以一靶
优势，力压四川选手刘杰夺取冠军，这也
是他时隔 12年再次登上全运会的冠军
领奖台。

12年前，当时年仅16岁的于小凯夺

得十运会男子飞碟多向的冠军，而一战
成名的他也被圈内誉为“飞碟神童”。年
少成名的于小凯经过12年的磨练，终于
在本届全运会上迎来了再次爆发。资格
赛，于小凯以 125发 120中的成绩排在
六名决赛选手的第三位，刘杰以 121中
的成绩排名资格赛第一，而杜宇等三位
河南选手均未能闯入最后的决赛。

在当天下午的决赛中，于小凯第一

轮五发就有两个脱靶，不过稳住情绪的
他，立刻就用一个五轮连中成为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这时，比于小凯发挥更出
色的只有刘杰，直到最后五发的较量
时，他的成绩还比于小凯领先一靶。关
键时刻，本应更加轻松的刘杰“掉了链
子”，五发仅两中的成绩，被于小凯的五
发四中成功反超。于小凯最终获得了
该项目的金牌。

决赛逆转夺金后，于小凯表示，时隔
12年再次登上全运会冠军领奖台，是对
自己多年坚持的最好回报。③4

冒充商家求赞 克隆账号骗钱

警惕微信诈骗新花样

全运会风云

“飞碟神童”12年后再圆冠军梦

本报讯（记者 孙欣）7 月 19
日，记者从省政府法制办获悉，我
省出台了《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今年
8月1日起施行。

省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严
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
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
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
法活动。为切实加强行政执法人员
资格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
依法行政，我省在总结多年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办法》。
《办法》共23条，对申领“河南

省行政执法证”的人员应当具备的
条件，对申领行政执法监督证件的
人员范围均作出了详细规定，严格
禁止不具备规定条件的人员申领行
政执法证件，杜绝工勤人员、劳动合
同工、临时工执法。《办法》还明确了
行政执法机关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
申领和日常管理。《办法》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行政执法监督工
作的需要，可以聘请相关人员担任
政府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③4

我省出台办法杜绝临时工执法

□本报记者 张丽娜 辛莉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在中原大地
已经成长十个年头。根植中原沃土，
十年砥砺奋进，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牢牢树立和努力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
断加大“三农”金融工作力度，扎实推
进农村普惠金融，鼎力支持金融扶贫
和“双创”工作，服务河南经济，助力农
业供给侧改革，彰显大行责任与担当，
通过差异化竞争，赢得了良好的市场
口碑。“邮储姓农”已在百姓心目中形
成共识，流传开来。

助力新型农业产业化
服务“三农”在路上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在成立之
初，就确定了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
业、服务社区的责任与使命，经过不断
耕耘，持续扩大“三农”金融供给，创新
信贷产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
产业化支持力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今天的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在
涉农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日趋明显。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系统内首批
试点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致力于打
造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对涉农贷款
免于信贷规模考核政策，为涉农贷款
发展提供充足的额度空间和政策支
持。目前，河南省分行已建立 450多
个信贷专营机构,18家总行级现代农
业示范区特色支行，创新家庭农场贷
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专属产品，
与省农开担保、省农信担保等涉农担
保机构联合开展新型农业主体贷款项
目，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截至 5月底，河南省分行累计发
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22.67亿元。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
支持力度，先后为河南省农村电网建设、
河南省农村有线电视改造、县及县以下
公租房和廉租房项目建设投放资金
45.99亿元；通过项目贷款、股权投资等
形式，支持全省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批复授信26.99亿元。针对双汇、牧原、
雏鹰等省内6家农业龙头企业，授信金
额30.85亿元。为众品集团提供涵盖贷
款、国内信用证、债券承销、供应链金融

等一揽子金融服务，累计提供各类融资
近40亿元。

在周口市沈丘县周营乡久酒中梁
绿色生态园，负责人韩丽不辞辛苦，顶
着六月正午的日头察看大棚果蔬的生
长情况。韩丽的公司在沈丘县四个乡
镇一共承包了 11600亩土地，以种植
粮食作物为主。公司在这个占地622
亩的生态园旁边，还建起了占地 100
亩的粮食晒场和仓储库。

今年，通过邮储银行沈丘县支行与
河南省农信担保公司、中原农业保险公
司、沈丘县政府合作开展了“四位一体”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业务，韩丽
的公司获得了该行240万元的贷款支
持，这些贷款将投向生态园二期建设。
按着韩丽的规划，未来这个生态园将集
种植、采摘、观光于一体，成为周边民众
休闲的好去处。“邮储银行帮大忙了！”
韩丽对未来充满信心。

据邮储银行沈丘县支行副行长王
洪侠介绍，截至今年6月8日，沈丘县支
行累计发放“四位一体”贷款148笔，金
额7110万元，业务覆盖到农林牧渔等
多个行业，其中小额绿色通道业务139
笔，5850 万元；联合授信业务 9 笔，
1260万元，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融资难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6年年底，邮储银行河南省分
行积极与省农信担保公司合作推出
了“四位一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业务，有效缓解了“三农”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

打通“最后一公里”
推进普惠金融零距离

麦收之后的项城市南顿镇王坡村，
房前屋后、路边沟旁，草木见缝插针，铺
陈满目苍翠。75岁的村民王照荣闲适
地坐在一间超市旁边，面前的桌子上放
着超市经营者王保臣精心准备的茶水。

王保臣在经营超市的同时，还经营
婚庆礼仪和邮储银行助农取款点。经
常来此取款的王照荣说：“不出村就能
取钱，太方便了，附近的群众很满意！”
因为对王保臣的信任，附近的老人们有
事没事就来超市里逛一逛，歇歇脚，聊
聊天，回时顺道买些日用品。据了解，
这个助农取款点每月办理存取款业务
约500笔，多时超过1000笔，村里的老
人不出村就能领取养老保险金。

王坡村的百岁老人王文立，行动不
便，需要存取款时，王保臣都是上门服
务。几年来，王保臣经营的服务点从没
错过一笔账，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
评，而王保臣也因代理邮储银行的业
务，每月能增加1000多元的收入。

据项城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吴天成介绍，项城市农村60岁以上老
年人19万人，新农保每年代发将近两
亿元。2012年以来，邮储银行项城市
支行承担了全县农村新农保业务的
代收和发放工作。为方便农村老年

人领取养老保险，实现农村新农保业
务的代缴、代收等“四不出村”，邮储
银行项城市支行建立了349个助农服
务点，覆盖全县所有农村，打通了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村民取
款不出村，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服务
不足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2015年 4月29日，省总工会与邮储银
行河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始
在全省全面推行工会会员卡，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为全省第一家发行工会卡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截至目前，全省工
会卡累计成功制卡307.1万张，累计发
卡 254.6 万张；月均交易笔数近 20万
笔，月均交易金额达7.6亿元。

“工会针对困难职工在春节前发
放慰问金，每年惠及项城市约1000名
职工。2015年之前，慰问金通常要用
一周左右才能发放到职工手中，如今，
有了工会会员卡，当天就能发放完。”
项城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建楠对于邮储
银行的合作表示满意。

“工会卡既是工会会员的身份象
征，又是困难帮扶、心理咨询、职业介
绍、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的凭证。”邮储银
行项城市支行行长王亚楠介绍，除了各
类资金发放外，为了不断拓展工会会员
卡服务功能和内容，邮储银行项城市支
行联合项城市总工会，先后与三批135
户商家签署了合作协议，使用工会会员
卡消费可以享受9元观影、1元洗车、超

市购物刷卡返券等活动，给会员带来切
实的实惠。

贾慧媛曾是项城市纺织公司的工
会会员。2014年 6月，邮储银行项城
支行为下岗的她提供了5万元的贴息
再就业担保贷款，帮助其开设了“宜家
人”超市。随着超市规模不断扩大，
2015年，邮储银行为其提供的贷款额
度增至10万元。如今，她经营的超市
已经小有规模，在项城市拥有了多家
连锁店面，其超市的现金结算业务也
都放到了邮储银行。邮储银行与困难
职工心贴心，邮储银行的服务也真正
走入到了工会会员的心坎上。

推动产业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有路子

兰考县三义寨乡贾堂村村民赵卫，
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1月，邮
储银行为其提供了5万元的扶贫贴息
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如今，赵卫建起
了约800平方米的养殖场，最多可以养
羊100只，预计年净利润2万多元。贾
堂村村支书赵志红介绍，在贾堂村，还
有7户村民养羊，饲养人员都是六七十
岁的老人，为此村里成立了贾堂村同心
湖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赵卫年轻，又是
高中毕业，所以销售和技术指导等具体
业务就由赵卫来负责。此外，赵卫还由
村里推荐成为南马庄到李沟三公里林
带的护林员，每月收入800元。“不仅要

有脱贫的路子，还要有防止返贫的办
法。”赵志红说。

2014 年 12 月，邮储银行兰考县
支行联合县扶贫办、县财政局率先在
全省开办惠农易贷业务，在额度和利
率上对兰考县单独授权最优政策。
截至目前，已直接支持兰考县贫困户
321户，投放金额1776万元。同时与
兰考县人社局签署“大众创业惠民工
程”合作协议，更好地助力“双创”，计
划在未来5年内，至少扶持15万名大
众创业群体，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不低
于30亿元。同时，对不再享受贴息政
策的老客户，发放“担保不贴息贷
款”，持续满足客户的生产经营资金
需求。

紧贴兰考县金融扶贫、普惠金融
发展的实际，邮储银行已经成为支持
兰考县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兰考县城东北7公里处的红庙镇
夏武营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
精准扶贫由“输血”变“造血”，以产业
扶贫带动全庄 430户 2038 人于今年
年初脱贫摘帽。

邮储银行兰考县支行副行长张昂
昂介绍，针对贫困户，去年该行推出了

“一个关联人、一张身份证就可贷”的扶
贫贷款项目，为夏武营村5户村民每户
发放4万元用于蔬菜产业发展。如今，
该村在邮储银行贷款的还有20多户。
邮储银行与夏武营村的联系日渐紧密。

张平安，既是该村村支书，也是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去年在邮储银
行贷款 9万元，今年计划贷 50万元，
用于发展生产。”张平安种植了 200
亩蔬菜，平时用工约 20人，大收时节
每天用工甚至达百人。“工人以家庭
条件差的为主，工资每天 120 元至
150 元。”张平安介绍。“2009 年我们
成立了兰考县武营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吸纳全村 95%的农户加入到合
作社中。目前，合作社已经带动兰考
县西关农场、红庙东村、南彰镇肖蔡
庄发展蔬菜种植基地 10 多个，面积
3000多亩。”为了扩大蔬菜种植面积，
夏武营村已经流转了 1000 多亩土
地，计划下一步继续扩大流转面积，
把蔬菜种植产业做大、做强。谈及未
来规划，张平安兴奋地说：“我们村该
考虑怎么奔小康了！”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服务“三农”发展 释放金融活力

项城市南顿镇王坡村村民王保臣在自己经营的邮储银行助农取款点帮助
村里老人办理存取款业务

邮储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了解该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客户的发展情况

图/王伟宾

（上接第一版）
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宜阳

县争取政策支持，促成“农村金融
自助终端、农业保险、农村电费服
务网点、农村淘宝站点”等项目进
驻，完善服务功能。同时，全面推
行村干部挂牌值班制度，在109个
村开通电子监察、网上办事，实现

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对接，随时监
察“服务事项受理办理情况”。在
服务中心建设上，全部要求柜台式
办公，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如今，
党群服务中心已成为宜阳县融党
员活动、群众议事、便民服务、政策
咨询、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于一体
的综合阵地。③4

宜阳 服务下沉暖一方民心

（上接第一版）演绎精致农业与传
统农耕文明的碰撞。云台山下，七
贤古镇项目签约，云武堂开门迎
宾。太行深处，传统村落重焕生
机，“云上的院子”等项目启动，青
山绿水间，村落、田野、农舍与景区
相得益彰。

围绕一朵菊花做文章，郇封镇
启动涵盖冰菊种植加工、农耕文化
园、民宿度假村的冰菊小镇建设，
成为融合产业发展，推动全域旅游
的又一探索。

探索产业融合发展，青龙峡景
区通过传统文化、自然风光、民风民
俗的结合，一改往日云台山“西冷东
热”的现象，今年“五一”小长假，该
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3%。

全域共享。绿色福利获群众
点赞，旅游富民红利逐渐释放。

围绕交通体系、城市建设、商
业布局等多点发力，修武县实现全
县发展要素的整合和环境优化。
绿色廊道建设步步推进，宁城公园
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好去处，即将启
动的运粮河改造工程，将实现水
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和谐统一。

传统古村落开发挑起扶贫重担，
美丽乡村建设开启致富步伐。“藏在
深闺”的云台山镇一斗水村、西村乡
平顶窑村等传统村落揭开神秘面纱，
百年古宅、老家味道、乡愁情思引来
游客络绎不绝。经营煤炭起家的七
贤镇韩庄村借旅游东风，由工业强村
向绿色生态旅游乡村华丽转身。③6

修武 全域发力促景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