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金融消保屏障 真诚服务温暖山城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双线”并行
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

从9月1日开始，中信银行重庆分
行统一部署、紧抓重点、合理安排，针对
各类消费者群体特点，通过线下+线上

“双线”并行，多渠道将金融知识传递给
广大消费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
式着力提高活动成效。

网点厅堂是银行服务客户的一
线。本次活动期间，中信银行重庆分行
充分发挥营业网点的公众教育作用，利
用网点LED门楣、营业厅视频加强宣
传，同时设置专门的网点公众教育宣传
区。该行大堂经理主动向每一位走进
网点的市民宣传金融消保知识，提升市
民在金融活动中的安全意识。

上周以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在全
辖范围内全面开展“送金融知识进社
区、进企业”宣传活动。分行全市29个
支行及分行全体员工围绕“权利·责任·
风险”和“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两
大主题，集中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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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宣传主题活动，成
为社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针对当前疫情现状，该行持续强化
线上宣传力度，让金融知识更加深入人
心。据介绍，该行依托“中信银行微生
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等微信公众
号，通过推送消保主题漫画故事、开设
金融微课堂、问卷调查、消保案例展示
等多重方式，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线上
宣传重地，为金融消费者普及电信诈
骗、非法金融广告、个人征信、投资理
财、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社会上出现
了多种利用疫情进行金融诈骗的不法行
为，该行以此作为重点宣传，帮助金融消
费者足不出户提升风险责任意识和安全
防范意识，共同弘扬金融正能量。

优化服务
做老百姓的贴心银行

当前，最低风险的金融服务成为广

大消费者的重要诉求之一。为降低人
员聚集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合理安排金融消保工作人员
轮流值班，将座机转接到专岗人员手机
接听，同时该行各营业网点员工借助微
信平台，针对百姓普遍关心的“如何通
过线上远程办理业务”“被疫情延误还
款应如何处理”等问题，为客户实时在
线回复、答疑、处理客户的业务诉求，并
引导客户尽可能进行线上操作。还将
共性问题汇总制作成宣传资料转发给
客户，让更多的客户足不出户也能体验
到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的真诚服务。

为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结合
自身资源与既有优势从“金融+非金融”
双向入手，通过“金融+科技”赋能金融
服务新模式。

目前，中信银行手机银行APP已
具备账户管理、智慧存款、转账汇款、财
富管理、贷款融资、信用卡服务、生活服

务等十大功能板块，全方位满足客户金
融与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该行发挥
技术和资源整合优势，搭建疫情服务专
区，快速上线疫情动态、在线问诊、心理
防护、免费保险、线上课程、掌上读书、
防控物品平价售卖等多项服务。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一方面在新科
技运用上让手机银行、智慧柜台等智能
化工具界面和使用感受更加友好、效率
更高，另一方面优化和延伸了物理网点
的便民功能，除了老花镜、饮水机，免开
口服务卡、便民伞等20余种便民设施
外，还专门为盲人制作了盲文业务介
绍。值得一提的是，在观音桥、渝中等
支行，还设有爱心母婴室。一直以来，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坚持用真诚、贴心的
服务将温暖传递出去，让“有温度”的零
售银行品牌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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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近日，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对

方自称是淘宝的客服人员，核实了王
先生在网上购买的物品信息后，说由
于系统原因，王先生在网上购买的物
品订单失效，需要给王先生进行退
款。随后，对方通过短信给王先生发
送了一个网址链接，要求王先生通过
网址进行退款操作。由于对方能够
准确说出自己的购物详情，王先生对
退款的事情深信不疑，按照对方要求
登录网址并填写了相关个人信息、银
行卡账号及密码。随后，王先生发现
自己的手机收到了4条银行客服号码
发来的验证码，对方以退款需要为由
将验证码要走，之后王先生发现自己
银行卡里的所有现金已经被全部转

走。王先生登录淘宝联系客服人员
后才知道自己的网上订单根本没有
失效，也不需要进行退款。

知识点：
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1. 网络购物谨防钓鱼网站。
2. 妥善处置快递单、车票、购物

小票等包含个人信息的单据。
3. 身份证复印件上要写明用途。
4. 简历只提供必要信息。
5. 不在微博、群聊中透露个人信

息。
6. 微信不要加不明身份的好友，

慎在微信中晒照片。
7. 慎重参加网上调查活动。
8. 免费WiFi易泄露隐私。

案例二
日前，客户焦某收到一条短信：

“您在淘宝网购物时已被抽选为特别
用户，恭喜您获得二等奖，奖品为 16
万元人民币及苹果电脑一台，请登录
活 动 官 网 www.vipXX.com 查 看 领
取。”根据短信内容，焦某登录该网站
并按照提示拨打了号码为400xxxxxx
的“客服热线”。电话接通后，对方告
知焦某，若要领奖需先汇5000元担保
金。焦某便立刻前往附近银行办理
了转账。次日上午8点，不法分子给
焦某打来电话，称还需缴纳 3.6 万元
的个人所得税才可领奖。焦某再次
前往另一家银行办理了汇款。由于
焦某不熟悉业务办理流程，便向银行
大堂经理寻求帮助。大堂经理在询

问了焦某的汇款意图，了解事件的来
龙去脉后，断定该事件为电信诈骗，
立即告知柜面人员终止转账操作。

知识点：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常见类型：
①虚假中奖；②捡到银行卡附带

密码；③信用卡办理骗局；④冒充政
法机关；⑤冒充领导、亲属、朋友等熟
人；⑥冒充运营商、银行、航空公司客
服；⑦钓鱼网站、不明二维码或链接；
⑧购物陷阱；⑨其他（如网络兼职诈
骗、网络游戏诈骗等）。

2.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12字口诀：
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多求证。

金 融 知 识 小 课 堂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对市民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9月，为进一步提升

广大金融消费者金融素

养和风险责任意识，更好

地发挥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工作在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

改革中的作用，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积极响应中国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重

庆银保监局及中信银行

总行号召，多渠道、全方

位开展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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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宣传

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宣教

氛围，切实提升了金融教

育的有效性。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工作
人员走进社区，积极开展金融
知识宣教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通讯
员 苏展）9月17日，记者从江津区
获悉，在 2020线上智博会举办期
间，该区招商引资收获颇丰，目前已
通过线上线下共计签约29个项目，
合同投资额达210.08亿元。

其中，中科智慧产业园暨中国
科学院科技产业化网络联盟西部科
创中心、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重庆
产业基地2个项目，于9月16日在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线上重大项目招商签约活动上集

中签约。
中科智慧产业园暨中国科学院

科技产业化网络联盟西部科创中心
项目由喀斯玛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项目投资总额约35亿元，将打
造包括高端厂房、研发办公、配套设
施等集研发、生产、办公等功能于一
身的产业综合体，形成以智能制造
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产业，引
进人工智能、智能传感、智慧物联、
5G应用、泛集成电路等相关领域优
质企业的智慧产业园区，并同步建

设科创中心和孵化加速平台，以更
加有效地承接中科院体系的产业项
目。

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重庆产
业基地项目由西北工业研究院投
资运营，该项目投资总额约 20亿
元，包含以下4个子项目：碲锌镉晶
体材料及探测器项目,国家钛材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实验室,
特种数字控制开关电源芯片项目,
精密光学（球面光学透镜）冷加工项
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总额14

亿元。
上述两大项目均落户江津区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作为
江津区抢抓重庆高新区和西部（重
庆）科学城整体规划机遇的重要
平台，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
积极围绕“科学城南部创新中心”
目标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今
年已实现良好开局，上述项目的入
驻落户将为该产业园发展提供重
要助力。

此外，在 2020 线上智博会期
间，江津区还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签
约了27个项目，覆盖智能制造及机
器人、芯片设计、电子元件、新型材
料等领域。

江津签约29个项目揽金210亿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
习生 王玉英）9月 16日，上海
张江生物银行与重庆市渝中区

“牵手”，签约上海张江生物银行
项目。作为2020线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签约项目之一，
该项目的落地，意味着今后在重
庆也能享受到脐带血、乳牙等生
物样本的储存服务了。

脐带血是胎儿娩出、脐带结
扎并离断后残留在胎盘和脐带中
的血液。研究发现，脐带血中含
有可以重建人体造血和免疫系统
的造血干细胞，可用于造血干细
胞移植。为此，储存脐带血受到
越来越多家庭的关注。

上海张江生物银行
项目落户重庆后，产妇生
完孩子，就能直接储存脐

带血。上海张江生物银行重庆运
营中心总经理张晓洛说，该项目
通过科技部国家人类遗传资源行
政许可，作为国家中心生物样本
库对外服务平台、上海市医学科
创中心“张江科学城”建设重大基
础工程设施，建立了“重大疾病生
物样本资源中心”与“生物样本虚
拟信息中心”。生物样本按照标
准采集流程采集后，将通过专业
的医学冷链运输到实验室。除了
围产期干细胞的存储外，还能实
现牙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存储。

据悉，项目还将在李子坝
轻轨站附近打造生命科学馆，
该馆共5层楼，1楼将修建公益
性质的生命科学馆与生物样
本库，预计明年初可以正
式运营。

上海张江生物银行项目落户渝中

在重庆也能储存脐带血了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腾讯
在渝布局再加码！9 月 16 日，万
州区政府与腾讯云、中通服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三
方将加快数据平台建设，推动

“腾讯云数字经济人才创新基地”
“新工科教育产业基地”在万州江
南新区落地投用，助推万州区智
慧城市建设和人才培养。这是重

庆日报记者17日获得的消息。
根据协议，三方将合力建设重

庆集约和统一规划的数据平台，通
过数据平台构建城市数据采集、分
析处理、问题处置等能力。此外还
将开放研发创新平台，吸引多种软
件人才加入，助力万州区智慧城市
建设。

同时，腾讯将在万州区建设

“腾讯云数字经济人才创新基
地”，依托腾讯云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相关项
目经验，为相关技术人才提供一定
的科研设备与场地。同时在教育
资源、产业转型等方面与合作伙伴
携手，逐步完善基地内人才培养体
系与产业端应用，助力万州区数
字经济人才培养和区域数字化转

型升级。
腾讯云还将在万州区搭建“新

工科教育产业基地”，培育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在
基地内，腾讯云拟联合万州本地中
高职及高校共建本地化培训平台，
全面开展课程体系及技术培训，实
现以人才驱动产业、用产业驱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在渝布局再加码

腾讯云数字经济人才基地将落户万州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9
月16日，重庆市水利局与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签署了《重庆市水利
局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发挥华为在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网
络安全、信息通信等领域的核心
技术优势，加快重庆“智慧水利”
和“智慧河长”建设步伐。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
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在
重庆水利领域的落地：充分发挥
华为鲲鹏产业的生态优势，在“智
慧水利”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展开
深度合作，建立全市良好示范应
用；共同推进重庆市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共同培育人工智
能水利行业的领军企业，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水利行
业标杆。

针对业界水利感知网络建设
面临监测空白多、无电无网难覆
盖、监测手段少、维护成本高、备
电成本高等痛点，结合重庆市水
利感知网络现状，华为将提供世
界先进的5G网络、物联网、智能
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共同打造

“智慧水利”物联网感知一体化杆
站。

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
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商贸中心
以及国家物流中心，水利建设在
重庆市具有战略性意义，为此双
方将共同进行信息化在水利行业
的探索、落地，将重庆打造成为全
国水利行业的信息化创新基地。

携手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市水利局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 杨骏）9月16
日，2020线上智博会举行集中签约
仪式。本次签约中，江北区签约4
个重大项目，合同投资额总计210
亿元。

据了解，本次江北区签约项目

涵盖大数据智能化、智能金融、能源
科技、大健康产业等领域。

比如，投资金额100亿元的滴
滴出行西区总部项目，将充分发挥
互联网新经济业态的示范带动作
用，在江北乃至重庆加大投资力度，

设立滴滴中国西区总部、滴滴全国
普惠金融服务结算中心、滴滴－重
庆大学人工智能联合研究院。预计
十年内，项目营收达2000亿元，纳
税 50亿元人民币以上，直接带动
约 5000人就业，促进灵活就业达

20万人。
江北区招商投资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以 2020线上智博会为契
机，江北区将持续聚焦关键领域、
新兴领域，抓龙头项目、重点企业，
努力打造“智造重镇”、建设“智慧
名城”，不断拓展数字经济规模，为
高水平争创全市数字经济示范区、
推进“两高”示范区建设注入新的
动力活力。

滴滴出行中国西区总部落户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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