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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东莞农商银行持续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金融知识进万

家、送金融知识进校园、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支付结算宣传等金融知识普及活

动。 ”日前，东莞农商银行在接受信息时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基于网点优势，该

行以营业网点为宣传活动的主阵地，通

过悬挂横幅、电子设备滚动播放、设置

公众教育区及咨询台等方式，向前来办

理业务的消费者宣传有关知识。 同时严

格落实各营业网点以点带面的宣教责

任，设立多个户外宣教点，在人流密集

及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进行现场集中

宣教，在村组、社区、校园、企业等各个

场所不断扩大金融知识宣传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 此外，创新宣传渠道，在官方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定期发布金融

知识普及内容，积极撰写和发布各类以

金融知识普及为主题的文章，利用互联

网传播迅速的特点扩大金融知识普及

的覆盖面，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

2019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

动期间，东莞农商银行积极践行普惠金

融， 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 村组、企

业、校园等各类场所开展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 比如，在寮步镇石龙坑村活

动现场，工作人员向村组干部和员工宣

传防范电信诈骗的重要性，向其派发宣

传折页，特别是村组财务人员、 老人等

易受骗群体， 即场解答客户金融知识

方面的疑问， 提醒客户保护个人账户、

资金与信息的安全； 在塘厦镇林村社

区公寓活动现场， 利用悬挂横幅、 设

置手提电脑播放 PPT、 派发宣传折页

等方式， 面向社区居民以及周边商铺、

摊档人员宣传讲解防诈骗知识； 在厚

街镇新塘幼儿园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

在校园内设置了宣传咨询点， 悬挂宣

传横幅， 发放宣传折页， 向学生、 家

长以及教职工重点宣传了防范电信诈

骗相关知识， 使幼儿学生耳濡目染，

帮助众多家庭了解和保护自身的切身

利益； 在东莞嘉信手袋有限公司活动

现场， 工作人员设摊宣传推广云闪付

APP， 引导企业员工使用云闪付 APP

并绑定银行卡， 并讲解使用注意事项

和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对于如何防范金融诈骗，东莞农商

银行介绍，目前各类金融诈骗活动手段

层出不穷，常见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

类：以活动抽奖为由，通过拨打电话或

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受害人中了大奖，

必须另外缴纳所得税、手续费等各种名

目费用为由骗取受害人的资金；冒充受

害人的上级领导，利用受害人对领导的

信任，通过马上要上飞机、签合同等理

由，制造紧张气氛，让受害人立即转账

到指定账户，实施诈骗行为；故意架设

免费 Wi-Fi，用户一旦接入，所有联网

数据都可以被窃听或窃取，造成银行卡

账户敏感信息泄露， 从而引发资金损

失；以降价、奖励或者免费赠送为诱饵，

要求受害人扫描附带木马病毒的二维

码办理手续，一旦扫描安装，木马病毒

就会盗取受害人银行账号、密码等个人

隐私信息。

东莞农商银行提醒，不要轻易相信

任何电话号码发来的“中奖信息”，收到

不明短信应保持警惕、多方核实，切勿

因小失大；不轻易点击短信中的网页链

接， 不要轻易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

不要随意连接不明来历、无需密码的免

费 WIFI；不可按照陌生人的“指导”进

行 ATM 或网上银行转账操作， 不可仅

凭短信、QQ 留言汇款要求转账， 转账

前应直接联系收款人核实确认；如发现

上当受骗，发生资金损失，应立即前往

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联系发卡银行寻

求帮助。

东莞农商银行：走进社区、村组、企业、校园等开展防诈骗活动

日前，工商银行东莞分行在接受信

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为不断提高消

费者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维

护金融秩序稳定，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

行长期坚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

动， 充分体现了大行的责任和担当。

2018 年，该行荣获广东省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联合会颁发的“第一届广东省金融

知识普及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

号， 东莞地区仅两家金融机构获此殊

荣。

在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上，工行

东莞分行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渠道，丰富

线下活动形式， 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

果。 2018 年，该行积极落实监管单位和

上级行的工作部署，开展了“3·15 金融

消费者权益日”“非法集资、诚信单位示

范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

家’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

活动”“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普及金融

知识，守住‘钱袋子’”“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2018 年‘普及金融标准，提升服

务质量’活动”等一系列的金融知识宣

传活动。 活动开展期间，还通过微信公

众号、报纸网站、网点的 LED、电视和宣

传广告等线上线下多渠道， 以讲座、视

频、动画、派发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积

极开展各种金融知识的宣传。

2018 年至今， 该行全辖网点 LED

显示屏长期滚动播放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方面的宣传语包括：“权利、 责任、风

险”———“投资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您

在“自享收益”的同时，也需“自担风险”

“打击非法集资 维护金融稳定 共创社

会和谐”“树立正确理财观念 警惕非法

集资陷阱”“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自觉抵

制非法集资”“个人信息要保密，不明来

电多警惕”“电信诈骗套路深，转账汇款

多谨慎。 ”“防范电信诈骗请谨记：不汇

款、不轻信、不泄密、不链接”“陌生来电

勿相信，可疑连接要当心。 ”等。

此外，该行通过“走出去+走进来”

的形式，进一步增强广大消费者的参与

度，让宣教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一方面，

组织消保宣传团队进社区、 进商场、进

学校、进工厂，主动为广大消费者普及

反洗钱、防诈骗、非法集资、安全用卡、

支付结算等多方面的金融知识和安全

知识， 以及金融消费者八大权益等内

容。 另一方面，不定期在网点内开展厅

堂微沙龙宣传活动， 在多个镇街开展

“理财小当家”少儿财商活动，通过现场

参观体验，增强大众对货币和金融知识

的了解。

值得关注的是， 3 月 15 日当天，

来工行东莞分行任一网点开立对公基

本户， 即赠送电子营业执照财智账户

卡， 并免收电子营业执照财智账户卡

首年年费， 同时还免费赠送读卡器。

据悉， 财智账户卡具备多重的安全控

制， 客户可通过账户密码、 卡密码、

支付密码器密码、 支付权限控制与渠

道额度控制等多重手段管控资金风险。

该卡还是金融工商一体卡： 拥有财智

账户卡， 客户可以办理财智卡的所有

金融业务， 也可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官

网办理企业年报、 行业信息变更等相

关工商管理要求事项。

工行东莞分行：坚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

日前， 建行东莞市分行在接受信

息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近年来， 建

行东莞市分行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

的宣传方式， 坚持“对外” 与“对内”

两手抓， 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

进一步优化金融消费环境， 满足大众

金融需求， 增强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风险责任意识， 积极走进社

区、 走进单位、 走进学校、 走进家庭，

相继开展了“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网点理财沙龙” 及“高端客户增值服

务讲座” “送金融服务到校园” 等形

式多样的系列金融服务活动， 多层次、

多方位让客户体验东莞建行各项服务，

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其中精派业务骨干， 组建团队走

进工厂、 社区、 零售商圈、 菜市场、

老年人活动中心、 青少年密集的大中

院校， 设立宣教点、 金融知识服务站

等形式， 为广大群众讲解宣传存贷款、

结算、 银行卡、 投资理财、 粤通卡、

汽车分期以及预防假币等金融知识，

向群众发放折页、 现场讲解消费者权

益知识。 针对养老金储备、 小孩教育

金储备、 家庭风险保障等普遍关心问

题， 组织开展“家庭财富规划” 客户

活动； 针对小孩年龄在 5~12 岁的客

户， 邀请客户及其小孩， 开展“小小

银行家” 普及金融理财知识活动； 针

对小孩需要留学的客户， 开展“招生

官带你领略精英锻造法则” 专题讲座；

针对女性高端客户对宝石的投资兴趣

与需求， 开展“建行私享家—彩色宝

石鉴赏会” 客户交流活动； 针对客户

日常保健与健康管理， 组织开展“健

康义诊” 系列活动等等， 通过细分服

务受众人群， 开展个性化增值服务讲

座， 结合学习教育、 购物消费、 运动

娱乐打造特色服务。 围绕“权利、 责

任、 风险” 等宣传活动主题， 积极向

社会大众宣传电信诈骗、 银行卡盗刷

等社会热点问题的风险防范措施， 强

化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责任意识。

按照地方协会的统一安排积极参

与集中宣传日活动， 并以建行网点、电

视、广播、网络、微信等多渠道为阵地，

利用网点规模大、网点覆盖面广、客户

数量庞大等优势，并积极与市委、市政

府、银行业协会等组织合作，广泛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全方位为广大

群众讲解宣传用卡安全、 电子银行安

全、小额贷款、理财等金融知识与特色

业务，围绕“警惕非法融资宣传月”等主

题活动开展系列宣传。 同时，努力倾听

客户的服务需求，提升公众的金融安全

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切实保护金融消

费者权益，充分发挥大行的社会责任担

当和示范带动作用，为客户提供方便快

捷、贴近百姓的金融服务。 通过提升消

费者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的意识和

能力，提升公众金融安全和金融知识水

平，为公众营造了科学金融、懂金融、用

金融的良好氛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

迎和肯定。

建行东莞市分行：多措并举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东莞农商银行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村组、企业、校园等各类场所开展防范

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