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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金融消费问题怎么办？
达州金融监管部门值守“3·15”热线回复市民关切

市民问：信用卡激活后没有使
用，为何银行机构仍收取年费？

达州银保监分局：银行机构要
充分履行告知义务。营销人员必
须充分告知申请人有关信用卡的
收费政策、计罚息政策，积极提示
所申请的信用卡产品的潜在风险，
并请申请人确认已知晓和理解上
述信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通过
适当方式积极为客户提供信用卡
账单通知和还款提醒服务。

银行机构一般不得对未激活
信用卡收费。持卡人激活信用卡
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扣收任何
费用，持卡人以书面、客户服务中
心电话录音或电子签名方式授权
银行业金融机构扣收费用的除
外。金融消费者在申领和使用信
用卡时，应向发卡机构了解完整的
收费政策，如发现银行机构违规收
费，可依法向发卡机构投诉或向金
融监管部门反映。

市民问：家中老人去世，亲属
如何取出其存款？

人行达州中支：符合条件的继
承人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已故存款
人取款业务。向银行业金融机构
申请提取已故存款人的小额存款

（账户余额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不
含未结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
当依法办理。

提取申请人须为已故存款人的
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公证遗嘱指定
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且需提供死亡
证明或能够证明已故存款人死亡事
实的材料，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
生证明等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材
料，提取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提
取申请人亲笔签名的承诺书等。

市民问：银行储蓄卡短信欠费
会不会影响征信？

人行达州中支：不会影响个人
征信，因为个人征信不会采集个人
储蓄卡的所有信息。

市民问：购买银行理财或保险
产品需要注意些什么？

达州银保监分局：消费者在购
买银行理财或保险产品前，一定要
核实销售机构资质，除查看其工商
营业执照，还要查看其业务许可
证，核实信息是否一致。可登录

“许可证信息系统”（https://xkz.
cbirc.gov.cn/）查询银行保险机构
经营资质相关信息。要注意核实
销售人员的身份信息及工作信息，
防止不法分子办理虚假业务和虚

假宣传，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要
注意辨别银行保险产品是否真实、
合法，是否有规范的合同文本及签
章，是否出具正规的发票等缴款凭
据，在关注产品收益的同时，应全
面了解产品投向、风险及赔付条
件，坚持购买适合自己及家庭的银
行保险产品。

金融消费者权益如遭受不法
侵害，可第一时间向达州银保监分
局反映，对于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应及时反馈至公安部门和市场监
管部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市民问：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提
前还房贷？提前还房贷应注意哪
些方面的问题？

达州银保监分局：消费者可以
根据贷款合同中规定的还款方式，
结合已还款期限和个人还贷能力综
合判断，理性选择是否提前还贷。
在自有资金充足，且短期内没有投
资或较大采购需求的情形下，可以
通过提前还贷、将住房商业贷款转
为公积金贷款等方式降低利息负
担。若现有贷款系公积金贷款或者
利率显著较低的房贷，应综合衡量
与投资理财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要仔细阅读与金融机

构签订的房贷合同中关于提前还
款的相关约定，重点关注是否需要
缴纳违约金、是否有最低还款年限
等要求。建议提前还贷前先与金
融机构联系，确认办理的流程和所
需资料。

市民问：什么是非法集资？
达州市金融工作局：未经国务

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
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
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
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
为，称为非法集资。

市民问：非法集资需承担哪些
法律责任？

达州市金融工作局：对非法集资
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处集资
金额2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非
法集资人为单位的，还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责令停产停业，由有关机关依法
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
书；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5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达 州 日 报 社 全 媒 体 记 者
向柯容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张煜 李成）近期，我市各地纷
纷抢抓农时，全力投入春耕备耕
生产。达州农商银行加大政策
倾斜、强化支持引导、提升金融
服务，全力支持保障春耕生产。
截至目前，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130.16亿元。

“去年扩建了种植棚，现在
采购化肥、农药需要大量资金，
又面临交付土地承包费，经济一
下就紧张了。”母某是达川区石
梯镇的种植大户，当达州农商银
行石梯分理处工作人员在开展

“整村授信”工作中得知情况后，
根据其实际经营状况，当天为他
办理并发放了30万元贷款资金。

达州农商银行围绕补齐“三
农”领域突出短板、全省“10+3”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突出支农重点、加大信贷投放，
主动对接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
掌握重点涉农企业名单，充分发
挥村支“两委”、金融联络员作
用，摸排农户信贷需求。针对性
单列春耕备耕信贷计划5500 万
元，满足春耕备耕期间种子、肥
料、农药、农膜等农资储备的资
金需求，有序推进春耕备耕贷款
投放。截至目前，累计发放春耕
备耕相关贷款4039万元。

达川区堡子镇盛产大米，听
包场村委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
承包百余亩土地发展种植。前
期，承包和养护土地投入较大，
年初采购化肥、农药及农资装备
时，流动资金出现缺口。达州农
商银行堡子支行工作人员主动
对接服务，根据合作社生产经营
情况定制了金融服务方案，及时
将40万元贷款发放到位，缓解了
合作社的资金压力。

针对春耕备耕信贷资金需
求，该行充分运用人行再贷款、再
贴现政策，重点支持脱贫攻坚、春
耕备耕、畜禽养殖、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等领域，确保春耕生产贷款
应贷尽贷，进一步降低“三农”及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并针对前期
受疫情影响受困涉农企业加大政
策保障力度，通过展期、续贷、重
组、调整还款计划、适度增加信用
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风险化解措
施，对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放宽
限期，全力支持恢复生产经营。
同时，通过设立金融服务专柜和

“绿色通道”，确保春耕备耕贷款
及时投放。大力推广微信银行、
手机银行等线上贷款申请渠道，
提升线上申贷客户响应效率。

达州农商银行

信贷助力春耕备耕

本报讯（达州日报
社通讯员 张渠 陈仲
坤）近日，中国银行渠
县支行成功办理一
笔金额 117.88 万泰
铢的对公外汇跨境
汇款业务，折合人民
币约 23.48 万元，这
是该行支持本地企
业“走出去”取得的
重要业务突破。

渠县某企业主要
从事农产品加工，因业
务发展需要，急需购买
泰国供应商的原材料
用于生产。中行渠县
支行受理企业申请后
立即组织工作专班、开
辟绿色通道，安全高效
完成了业务办理。

中 国 银 行 是 外
汇外贸专业银行，具
有 全 球 化 网 络 优
势。中行渠县支行
于去年9月取得对公
外汇跨境汇款业务资格，这笔业
务是该行叙做的首笔对公外汇
跨境汇款业务。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
讯员 蒋博 赵建航）近年
来，建设银行达州分行立足
地方经济建设，围绕普惠民
生发展，借助中征应收账款
平台积极助企纾困，保障金
融支持政策快速落地。

该行依托总省分行政策
支持、产品支撑，积极参与达
州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
某项目PPP应收账款贷款融
资超 5 亿元。同时依托总省
分行网络供应链业务政策，
借助中征应收账款平台全面
推进政府采购贷业务，主动
为达州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
融服务，向 28 户中小微企业
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融资近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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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
讯员 冯程）近日，交通银行
达州分行指导某项目建设单
位，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
服务平台发布应收账款融资
需求，成功使这笔应收账款
融资业务落地，为企业发放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
1.04亿元。

据了解，由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牵头搭建的中征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是
为参与各方提供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的国家级金融基础设
施，在融资活动中发挥着信
息中介、融资平台的作用，有
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实
现高效持续的线上应收账款
融资。

近年来，交行达州分行
积极推广融资平台，指定专
人辅导企业使用，并将继续
支持平台用户全流程、高效
率开展应收账款融资业务，
提高实体企业融资可得性，
降低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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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
讯员 张渠）近日，中国银行
宣汉支行向宣汉县人民医院
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发放专项
贷款2500万元，这是达州银
行机构为国家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发放的首笔设备更新贷
款，享受政府财政贴息。

宣汉县人民医院因发展
急需资金进行设备更新。中
行宣汉支行结合国家为支持
医院发展，为医疗设备购置
项目提供财政贴息的有利政
策，制定了融资服务方案，迅
速完成贷款项目上报和审
批，仅用3天时间便取得中行
四川省分行的授信批复。贷
款的成功投放，缓解了医院
设备采购的资金压力。

中
行
宣
汉
支
行
发
放
首
笔
设
备
更
新
贷
款

中
行
渠
县
支
行

办
理
首
笔
对
公
外
汇
跨
境
汇
款
业
务

3月中旬，记者走进位于四川省
德阳市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
有限公司，只见叶片加工数字化车间
里，投入2亿元建设的“黑灯产线”正
在运行。

一台台搬运机器人在地上跑来
跑去，精准运送加工所需的物料。机
械臂在“黑灯产线”上挥舞，对叶片进
行自动化加工。叶片加工精度达
0.03毫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这条‘黑灯产线’去年8月建成
投运。‘黑灯’并不是真的不开灯，而
是指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也可以智
慧化运行；与传统生产线相比，出错

率低，产品质量更好，能源利用率提
升47%。”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叶片
分厂党总支书记王昌忠说。

5G、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机
器视觉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东方
电气集团。在数字经济赋能下，这个
创立于1958年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
焕发出浓浓“科技感”。

叶片是燃气轮机的核心部件之
一。3月8日，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
制的我国首台全国产化F级50兆瓦重
型燃气轮机商业示范机组，在广东清
远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其中使用的叶
片，就是由“黑灯产线”加工完成。

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了解到，四川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制
造业，推动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
智能车间建设，提升生产效率、产品
质量和安全水平。目前，四川制造业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54.6%，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0.9%。

成都星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是攀
钢集团旗下的一家智能制造和企业数
字化转型服务商，主要服务于钢铁冶
炼、矿山、化工、钒钛等行业。在其自主
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公司平台研
发部经理梁艺轻点鼠标，一家钢铁企业
的设备运行情况实时显示出来。

“我们帮助这家企业进行全面数
字化转型，并提供‘7×24小时’运维服
务。”梁艺说，通过数字化转型，设备实
现了在线监测、诊断。一旦有设备出
现问题，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并详细
指出设备所在厂区、产线的准确位
置。工作人员可以快速采取措施，设
备故障诊断、处理效率极大提高。

星云智联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代
挺介绍，工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的“连接器”，基于工业互联网
平 台 ，生 产 企 业 可 以 运 用“ 互 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让传统制造业实现数字化升级。

以生产车间的安全监管为例，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后，人工智能视频
识别可以替代肉眼巡视，及时发现作
业中的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
状态。“比如车间里谁没戴安全帽，谁
操作不规范，我们可以快速识别，并
提示相关管理人员。”梁艺说。

四川省经信厅数据显示，全省已
打造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36
个，覆盖企业超34万户。未来5年，
四川将打造 300 个数字化转型示范
项目，推动超1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据新华社

中国经济光明论：

四川数字经济助力传统制造业升级

“信用卡激活后
没有使用，为何银行机构

仍收取年费？”“提前还房贷应注
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家中老人去

世，亲属如何取出其存款？”……
近日，达州市金融工作局、中国人

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和达州银保监
分局值守本报“3·15”热线，就市民关
心的热点金融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两小时内，多位市民通过热线电话
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金

融问题，并得到详细解
答。

近年来，达州银行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聚焦新市民需求，多措并
举、精准发力，持续开展金融服务新
市民活动，不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
务质效，切实提高新市民群体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上下联动
以机制保障服务力度

达州银行作为达州地区的重要
金融机构，拥有营业机构 58 家，覆
盖达州市各县（市、区）和巴中市、广
元市、南充市。随着当地新市民人
口的不断增长，该行进一步加强新
市民金融服务，满足新市民多样化、
个性化的金融需求，致力于为当地
居民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为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
达州银行上下联动，构建完善新市
民金融服务体系，成立了以行长为
组长、副行长为副组长，各支行、总
行各部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新
市民金融服务领导小组”，下发了一
揽子金融服务新市民管理办法，推
出多项管理措施，用机制建设确保
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

在实际业务开展中，达州银行
通过推出多项管理措施，进一步延
伸服务触角，以“元九登高”“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等人员流动集

中日为切入点，现场搭台，通过DM
单、宣传手册等资料为载体，现场宣
传金融服务新市民各项优惠政策。

同时，达州银行还在各服务网
点LED屏滚动播放新市民宣传语，
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新市民
金融服务手册，宣传金融知识，进一
步提升群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与
防诈意识，提升新市民金融素养和
风险防范能力。

上下结合
以产品拓宽服务广度

帮助新市民安居、创业、就业，
助力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持
续性，达州银行也在积极行动。

2022 年 11 月的一天，四川某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亲自将一幅写有“高效规范办实事，
热情贴心为企业”的锦旗送到达州
银行渠县支行行长周雪斌的手中，
由衷地感谢达州银行热心服务企
业、积极帮扶企业发展。

该公司是一家通过农作物、水
果、坚果种植吸引旅客观光的农业生
态企业，2022年突发的旱情令公司
很多果木枯萎，急需资金采购一批水
果苗木补种。但由于公司缺乏合格
抵押物且银行负债较多，其融资需求
处处碰壁，企业经营陷入困难。

达州银行渠县支行得知消息
后，启动快速响应机制，开辟小微金
融服务“绿色通道”，向该公司发放
免担保的“乡村振兴贷”30万元，期
限2年，并给予利率优惠，解决了企
业燃眉之急。

近年来，达州银行聚焦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及消费者金融需求，加
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持续加大
信贷投放，同时，积极运用“天府信
用通”“手机银行 APP”，采取与各
营业网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主动对接市民和企业的信贷需求，
助力拉动本地区消费。截至 2022
年末，达州银行资产端业务个人消
费贷款余额 11.36 亿元，住房按揭
贷款余额 10.63 亿元，普惠型小微
贷款余额 57.01 亿元，普惠型涉农
贷款余额18.64亿元。负债端业务
储蓄类存款余额305.02亿元。

此外，截至 2022 年末，达州银
行为160个机关单位及企事业单位
提供代发工资服务，涉及户数共计
6850户，发放社保卡112.4万张，发
放乡村振兴卡9956张。

上下兼顾
以特色提升服务温度

对于一老一幼，达州银行始终
秉承服务群众原则，给予重点关

注。线上，达州银行完成了手机银
行适老化改造，并根据老年人的特
点优化自助设备功能设置；线下，针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达
州银行对网点渠道进行优化改造，
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并提供上门金
融服务。

在幼儿服务方面，达州银行也
特别推出了“小达人儿童银行”。这
项服务自2019年开展以来，举办各
类大型公益教育宣传类活动近 60
场次，职业体验活动课程 70 余场，
金融知识宣传活动50余场次，特色
课程 700 余场，受众超过 10 万余
人。

“流动图书室”“达州市家庭教
育创新实践基地”……一系列纷至
沓来的荣誉称号，见证着社会对该
行的广泛认可，也激励着达州银行
不断探索有温度的特色服务。

达州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不断增强服务新市民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力营造金融服务
新市民的良好工作氛围，为新市民
了解金融政策和对接金融服务畅通
渠道，有效提升新市民风险防范意
识和金融素养，同时认真落实便民
金融服务举措，为新市民提供“一站
式”综合金融服务，切实提高新市民
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

□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郑姗姗

聚焦需求 精准发力

达州银行不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