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 金融

为更好的普及市民金融常识，

让市民了解现代化的金融产品及

服务。农行安居支行青年员工积

极进社区、走街道、访机关、进车

站，向广大市民宣传金融知识、推

介农业银行金融服务。图为该行

青年员工走进市场向商户宣传农

业银行信用卡、扫码支付等产品。

（全媒体记者 刘敏）

“银行账户实名制是我国一项

重要的基础性金融制度，是保护个

人合法权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洗

钱、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

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手段。”人民银

行遂宁市中心支行相关人士表示，

为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2007 年，人

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建成联网核查公

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联网核

查系统），为银行核查居民身份证姓

名、公民身份号码和照片信息提供

了便捷、有效的技术手段。

目前，联网核查系统已经覆盖

全国近 22 万个商业银行网点，应用

范围包括开户、大额取现、信贷、理

财等业务。截至 2017 年底，银行通

过联网核查系统核查居民身份证信

息 323.8 亿次，日均 1543.7 万次。

随着联网核查系统推广运用，

不法分子不断更换犯罪手段。比

如，使用伪造、变造以及他人证件

等，冒名开立银行账户、转移非法资

金；或者利用他人身份证件冒名办

理银行信用卡、贷款等业务，造成证

件实际持有人被记录不良信用信息

等。

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此，在公安部支持配

合下，人民银行决定利用目前公安

机关掌握的个人身份数据，在联网

核查系统中增加失效居民身份证信

息，以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信息核查，解决银

行难以识别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

有效性和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真实

性的问题。

“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是

指银行在为客户办理业务过程中，

通过联网核查系统核查居民身份证

是否挂失、失效，以验证居民身份证

有效性的行为。”有关负责人解释，

比如银行核查的是个人已向公安机

关申报丢失的居民身份证，联网核

查系统将反馈“证件已挂失”；如个

人因姓名变更、证件损坏、登记项错

误、有效期满等原因已到公安机关

换领了新证，但银行核查的证件仍

为旧证的，联网核查系统将反馈“证

件已失效”。

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核查则是

指银行在为客户办理业务过程中，

通过联网核查系统核查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

姓名等信息，以验证非居民身份证

件信息真实性的行为。如银行核查

非居民身份证件记载的信息与公安

部相关数据库信息不一致的，联网

核查系统将反馈“信息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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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动态

保护个人合法权益 杜绝冒名开户转移资金

央行将联网核查失效居民身份证

张勇、杨天元、熊华、肖正军、段国

斌、高成材：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和政策规定，我司向山村道路

工程已竣工，其中由你们六人负责

施工的部分工程尚未进行结算，请

在见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与我司

进行工程结算和发票交付。逾期

我公司将不予结算和收票并不支

付相关费用，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

自负。

特此公告

北兴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29日

关于进行工程结算的公告

3 月 23 日 ，崔 先 生 将 一 面 印 有

“光大永明理赔及时 一诺千金 真诚

守信”的锦旗送到了光大永明人寿遂

宁中支，对该公司及时理赔、特事特

办和优质贴心的服务表示感谢。

据悉，2017 年 12 月 29 日，年轻力

壮的崔先生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于

是前往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 胰腺

癌，这对于崔先生和他的家人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不幸中的万幸是，

崔先生于 2016 年 6 月在光大保险购

买了康爱无忧更新性疾病保险，保额

30 万，每年缴费 1440 元，现已累计交

费 2880 元。

为缓解客户家庭的压力，积极解

决客户后顾之忧，光大永明保险自知

道客户保险事故发生后，协助客户收

集完毕所有资料，经流程以最快速度

上报到总公司。因为客户身体的特

殊情况，无法做癌症确诊的检查。本

着特事特办的理赔原则，在没有癌症

确诊书的情况下，打破理赔规则，将

30 万理赔款快速理赔到客户手中，

光大保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以客为

尊”的服务理念。同时也创造了光大

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理赔史上的特殊

案例，为保险行业树立了良好的标杆

形象。 （全媒体记者 陈颖）

光大永明人寿遂宁中支

“特事特办”及时理赔获赞扬

3 月 25 日下午，遂宁农商银行与

遂宁万达广场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遂宁农商银行党委委员、行长敬

培刚，遂宁农商银行党委委员、董事

会秘书何联伟，遂宁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利等出席签

约仪式并见证签约。双方就金融创

新、跨界营销、客户服务等方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遂宁农商银行党委委员、行长敬

培刚在致辞中代表遂宁农商银行向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成功签署表示热

烈祝贺，并表示这标志着双方的合作

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说，遂宁农

商银行和遂宁万达广场作为各自领

域的领军者和先行者，本次战略合作

具有历史性意义，将使双方的客户得

到更加便捷、优质、丰富的金融与泛

金融服务。希望进一步扩大合作范

围，强化合作内容，提升合作价值，

更好地体现双方作为标杆企业，承担

的促进遂宁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和

社会责任。

据悉，遂宁农商银行自 2016 年挂

牌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通过金融创

新、跨界合作，为本地居民提供更快

捷、更实惠的金融服务，目前，全行

共设船山、安居、国开、河东、物流

港 5 个一级支行，辖营业网点 70 个，

在 岗 员 工 520 人 ，各 项 存 款 173 亿

元，各项贷款 115 亿元，2017 年实现

各项收入 10.11 亿元，缴纳各项税款

1.34 亿元，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

积 极 贡 献 。 遂 宁 万 达 广 场 是 集 购

物、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配

套设施最新最齐全的城市消费休闲

综合体，也是遂宁农商银行重要的

战略级客户，农商银行专设万达支

行，有针对性的为贵方及入住商家

提供优质高效的专属金融服务。将

为万达量身打造综合的金融服务方

案，从投融资、渠道建设、品牌宣传、

员工福利等方面实现贵宾级服务。

创新铸就品牌，合作推动发展。

本次战略合作，将使农商银行与万达

广场双方的客户得到更加便捷、优

质、丰富的金融与泛金融服务，客户

领域将开启新篇章。随着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署，双方将在金融创新、市

场营销、客户服务等各个方面，进一

步扩大合作范围，共同发展、共创辉

煌。 (全媒体记者 陈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敏）近

日，遂宁银行手机银行“遂心如 E”的

人脸识别技术成功上线，同时拥有活

体检测安全认证方式。今后，银行业

消费者在手机银行上进行理财风评、

添加账户、开通电子账户、开通云

盾、修改账户限额等重要安全操作，

均需人脸验证，从操作和体验上更加

的安全、便捷。

据悉，此次人脸识别技术是在我

行手机银行的首次成功运用。这不

仅是对我行“智造便捷好银行”这一

发展宗旨的有力诠释，更是将科技金

融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完美结合。用科技为金融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是我行近年以

来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此次人

脸识别技术的创新运用，更为切实保

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打下了坚

实的科技基础。

遂宁银行手机银行开通人脸识别功能

本报讯（罗培 全媒体记者 廖媛
媛）为追求更好的服务体验，2018 年

平安人寿运用“科技+”重磅推出智

慧客服，再次把服务升级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在“智慧客服”服务模式

下，客户足不出户就能通过在线自助

或者与空中柜员远程视频的方式来

完成业务办理，大大提高了客户服务

效率及客户体验。

只需客户下载平安金管家 APP，
进入“保单服务”模块，登陆一账通后，

即可通过金管家 APP 连接空中柜员，

能快速完成在线业务的办理，为不方

便到公司办理业务的客户提供便捷。

平安人寿推出“智慧客服”

乘龙苑安置小区（前期）物业服务
由遂宁市河东新区中华养生谷旅游休
闲度假区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遂
宁市合信物业招投标服务有限公司采
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本项目的物业
服务企业。

一、投标人的资格与条件
投标已在遂宁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

登记备案（市外企业已在遂宁市注册成
立分公司）的物业服务企业，能承担本
项目招标文件所规定的物业服务要求，

无不良记录，具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履
约记录，并持有主管部门出具的《物业
服务企业诚信证明书》。

二、报名、招标文件发售：
1.报名、发售招标文件时间：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8 年 4 月 3 日，北京时
间上午 9：00-11:30；下午 2:00-5:30 时。

2.地点：遂宁市渠河中路锦城国际
（方邻酒店）七楼 701 室。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825-2313069

遂宁市合信物业招投标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30日

招标公告

遂宁农商银行与遂宁万达广场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圆满成功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核查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和非居民身份证件信
息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开展银行联网核查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和非居民身份证件信
息试点工作。联网核查是银行审核个人身份的手段之一，人民银行先选择部分银行
开展业务试点，后续将总结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

日常办理业务
不受影响

人们关心的是，新规之下，日常

使用身份证是否会受到影响？“此次

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和非居民身份

证件信息核查试点将首先在客户办

理单位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变更、撤销时开展，客户办理其他业

务时无须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和非

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核查。”据了解，

人民银行将根据试点情况，总结经

验，继续在其他银行业务推广身份

信息核查。

同时，联网核查系统反馈居民身

份证已挂失、已失效或者非居民身

份信息不一致的，不影响客户使用

该证件办理乘车、乘机、住宿等其他

事务。但为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已挂

失或者已失效的居民身份证冒名开

立的账户从事违法行为，一般情况

下，个人持旧居民身份证办理银行

业务的，银行会拒绝办理业务。

记者获悉，联网核查作为银行审

核个人身份的手段之一，结果仅作

参考，当联网核查系统反馈居民身

份证已失效或者挂失，或者非居民

身份证件信息不一致时，银行将视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为客户办理相关

业务。 （全媒体记者 刘敏）

最大限度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敏）3 月

28 日，我市首单建设工程保证保险

共保项目保单顺利签发，拉开了建设

工程类保证保险以共保体模式在我

市落地实施的序幕。

根据中、省相关文件精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3 月 6 日下发《关

于印发 <遂宁市建设工程保证保险

试 点 实 施 方 案 > 的 通 知》（遂 建 发

[2018]36 号），自 2018 年 3 月 15 日起

在遂宁行政区域内开展房屋建筑和

市政项目的建设工程保证保险试点

工作。这一政策的出台，相关建筑企

业交纳现金保证金不再是唯一选择，

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保证保险、银行

保函、现金担保等形式进行相应建设

工程的担保保证。这一措施不仅大

幅增强了建筑企业的资金流动性，还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设单位和施工

企业的违约行为，防范和化解工程风

险，进一步促进我市建筑行业健康发

展。

我市建设工程保证保险共保体

是在相关职能部门和市保险行业协

会的支持、协调下，由人保财险遂宁

市分公司牵头，与平安、中华联合、

阳光、锦泰五家财产保险公司共同发

起成立。人保财险为首席承保人，负

责保单、保函签发及理赔等全流程服

务；遂宁工保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为风控和技术服务提供商。共保体

将在我市建设工程领域试点实施工

程投标保证保险、工程履约保证保

险、业主支付保证保险、工程质量保

证保险、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保险等

业务，切实减轻建筑企业负担，充分

发挥保证保险的市场机制作用，激发

市场活力，进一步促进我市建筑业改

革发展。

据悉我市首单建设工程保证保

险为相关建筑企业释放保证金达 80
余万元。

我市签发首单建设工程保证保险共保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