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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月月发”是什么产品？
答：“月月发”是绵阳市商业银行

资阳分行从 2017年 9月 1日起推出的
5年期个人特色储蓄存款产品。其主
要特点：

（1）期限设置：5年；
（2）起存金额：10万元；
（3）产品年利率：5.0%；
（4）存入支取方式：一次存入本金、

按月支取利息，利息可指定受益人；
（5）付息方式：按月付息，按产品

购买日对月对日付息，当月无对月对
日的则以月末最后1日为付息日；利息
可转入本人活期账户，也可转入指定
受益人账户，到期后一次性支取本金；

（6）计息规则：每月利息金额=本金*利
率/12；

（7）提前支取：本产品不可部分提
前支取，但可提前销户。提前销户的，
则按销户日挂牌活期利率计算活期利
息，已多得利息从应计活期利息中扣
除，不足部分从本金中扣除。

（8）到期支取：存款到期一次支取
本金和最后一次利息，本金转入客户
活期账户，利息按约定转入本人活期
账户或指定受益人账户；

（9）交易介质：首期支持储蓄卡，
后期开放其它交易介质；

（10）交易渠道：首期支持柜面交
易，后期上线手机及网银渠道。

问：“月月发”好在哪儿？
答：第一，月月付息。每月支付利

息，到期支取本金。 如非提前销户，
即可连续享受 60个月的高收益，既能

解决定期投资流动性受阻的问题，亦
能解决短期理财空档问题。第二，高
收益、高保障。“月月发”是高收益、高
保障的储蓄存款产品，收益普遍高于
银行理财产品。如再加上利息再投资
的收益，则年化综合收益率会更高。
第三，灵活指定利息受益人。利息可
转入本人活期账户，也可转入指定受
益人账户，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换
利息转入账户。

问：“月月发”可以提前支取吗？
答：因为“月月发”是按月提前支付

利息的特色存款，其实际利率较名义利
率还要更高，所以“月月发”不能办理部
分提前支取，但可提前销户。提前销户
不能享受5.0%的年利率，须按销户日挂
牌活期利率计算活期利息收入，已多得
的利息从销户时应计活期利息中扣除，
不足部分从本金中扣除。

问：我需要提前用资金怎么办？
答：如您需要提前使用资金，可使

用已购买的“月月发”产品向绵阳市商
业银行进行质押贷款，一样可以便捷
的解决您的资金需求。

问：购买“月月发”需要什么条件？
答：“月月发”目前分期发行，首期

产品额度有限，购买起点金额为 10万
元，先到先得。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到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营
业部办理。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松涛路一段
433号（七天酒店旁）。

咨询热线：028-26920000、028-
26923333。

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

隆重推出“月月发”特色存款产品
助您实现财富增值！

寒窗苦读，孩子考上

理想大学，为他存入 30

万，月息1250元做为每月

生活费，到期再送给孩子

一笔购房、创业、婚姻基

金！您的爱吗，伴他成长！ 您的爱，出来语言更

要行动，为她存入12.48

万，每月给她1个“520”

的惊喜，到期再作为宝宝

成长、教育基金，一路见

证您的爱！

小时含辛茹苦，将您

拉扯成人；而今白发婆

娑、背曲腰躬，您却时常

不在身边；每月送上一份

心意，虽不多，但她能懂！ 买房加装修50万，

月租金1000—1500元，

不稳定、难变现还操心；

存入“月月发”50

万，月息2083.33元，稳

定、易变现还省心！

为家人存入一份爱，您的心意，他们能懂！

绵商行“月月发”，不只是存款！
营业网点：资阳市雁江区松涛路一段433号（七天酒店旁）

咨询热线：028-26920000、028-26923333

最终解释权归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以存入30万元为例：

存期 存期金额 利率 每月领取利息 5年累计领息

5年 30万元 5% 1250元 7.5万元

月领利息可再做零存整取，实际收益更高！

存款期限内如有临时资金需求，还可以“月月
发”向我行申请质押贷款！

每月利息支
持自动转入指定
受益人账户

金榜题名

为他提前规划

如果爱她
每月给她“520”

报答父母
献上一份心意

投资房产
不如投资存款

电信诈骗的概念

电信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利用手机短信、电话、网络电话、互
联网等传播媒介，以虚构事实或隐瞒
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
私财物的行为。

电信诈骗起源于台湾，又称为“台
湾式诈骗”，自2000年开始在东亚及东
南亚地区盛行，近年渐渐蔓延至中国
大陆。

常见电信网络
诈骗作案手法

汇钱救急。通过网聊、电话、网站
交友等手段掌握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信
息，先通过反复骚扰或其他手段骗使
受害人手机关机，在其手机关机期间，
以医生、警察、老师等名义，向受害人
家属打电话，谎称受害人突发重病或
车祸住院正在抢救，甚至称遭绑架，要
求汇钱到指定账户救急。

引诱汇款。群发“请把钱存到某
某银行卡，账号××，李某某”等的短信
内容。有的事主恰巧要向客户或亲友
汇款，收到此类汇款诈骗信息后，往往
未经核实，便将钱直接汇到不法分子

提供的银行账户上。
猜猜我是谁。打电话给受害者，

让其“猜猜我是谁”，随后根据受害者
说的人名冒充该熟人身份，编造理由
向受害者借钱。

冒充领导。假冒领导、秘书或部
门工作人员，以推销书籍、纪念币、帮
助解决经费困难等为由，让基层单位
支付订购款、手续费等实施诈骗活动。

虚假中奖。以“非常 6+1 砸金蛋
中奖”、公司庆典或新产品促销抽奖
为由，通知受害人中大奖。受害人
一旦与犯罪分子联系兑奖，即以“需
先汇个人所得税”“公证费”“转账手
续费”等各种理由诈骗。

购车退税。通过窃取个人信息
等渠道获取受害人资料后，以短信、
电话等方式，冒充税务、公安、银行
等部门工作人员，谎称正进行购车
退税、家电退税、退多收款等优惠活
动，骗取受害者信任后，以在银行
ATM 机上操作退税退款为由，利用
受害人对转账操作不熟悉的弱点，
转走受害人账户内资金。

如何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

陌生电话勿轻信，对方身份要核

清，家中隐私勿泄露，涉及钱财需小
心，遇到事情勿惊慌，及时拨打 110 ，
诈骗信息勿删除。防范电信诈骗应做
到“三不一要”：

不轻信：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和手机短信，不管不法分子使用什么
甜言蜜语、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相
信，要挂掉电话。不回复手机短信，不
给不法分子进一步设圈套的机会。

不透露：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
因贪小利而受不法分子或违法短信的
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
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
卡等情况。如有疑问，可拨打 110 求
助咨询，或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

不转账：学习了解银行卡常识，保
证自己银行卡内资金安全，决不向陌
生人汇款、转账。转账前，要再三核实
对方账号，不要让不法分子得逞。急
需汇款的，但不确定收款人真实身份，
可在柜台或 ATM 转账时选用到账方
式为“24小时到账”，若汇款后发现欺
诈的，可在24小时内撤销转账。

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
处理小提示

人民银行郑重提示：万一你遭遇
电信网络诈骗，不要惊慌失措，要及时
撤销转账，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及时撤销转账。万一遭遇电信网
络诈骗或亲戚朋友被骗，如果你选择
的 24小时到账转账业务，应由汇款人
及时到转账银行要求撤销转账，24小
时内可以撤销转账。

及时报案冻结。万一上当受骗
或听到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可直接拨打 110，并提
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
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并
利用人民银行和公安部共建的”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交易风险事件
管理平台”，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快
速冻结和紧急止付，力争挽回受害
人经济损失。

你应知道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本报讯 13 日至 14 日，中国工商

银行资阳分行面向个人和非金融机构
客户在柜台市场分销国开行首单绿色
柜台金融债，这也是开售国内首单绿
色柜台金融债。

本期债券为 3年期固定利率附息
债券，债券全称为国家开发银行 2017
年第三期绿色金融债券，债券代码
1702003，票面利率 4.19%。个人和非
金融机构客户可通过工商银行电子
银行和境内营业网点购买，其中电子
银行渠道在发行期间提供 24 小时不
间断连续交易。为纪念国内首单绿
色柜台金融债的成功发行，工商银行
将与国开行一同为认购本期债券并
完成信息登记的个人投资者颁发认
购纪念凭证。

据了解，本期国家开发银行绿色
金融债券以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生态
保护为专题，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
支持湖北省襄阳市汉江水环境保护
建设、孝感市老澴河水生态综合治理

（一期）和荆门市竹皮河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城区段）三个污染防治项
目，除了具有柜台国开债的共同优势
外，还对培育投资者的责任投资意
识，扩大绿色金融社会效应具有重要
意义。与此同时，绿色金融债券通过
柜台市场发行，为社会公众稳健投资
开辟新渠道，不仅是“普惠金融”的具
体体现，也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创
新、安全、标准的新渠道。

柜台国开债信用等级高、安全性
好、交易起点低，收益固定，单笔债券
交易起点及最小递增单位均为 100元
面值，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对安全、透
明、收益适中的债券产品的投资需
求。自 2014 年 5 月国开债首次通过
商业银行柜台发售以来，工商银行已
常态化分销 22 期柜台国开债。柜台
国开债的常态化发行，反映出商业银
行柜台债券市场在债券分销渠道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对于拓
宽发行主体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
本，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具有重
大意义。

通过一个求助电话、一个问题描
述，就能根据经验快速确定故障类
型，及时分析问题给出解答方法。从
各种可能性中找出问题本质，黄龙已
经驾轻就熟。他不是黑客，他是工商
银行资阳分行的科技代名词——“黄
科技”。

其实“黄科技”这个名号只是同事
朋友们的戏称，黄龙原本不是科班出
身，毕业于工程专业的他初进工行，从
95588 信用卡客服中心客服代表做到
网点柜员，再到网点大堂经理。也曾
感到彷徨，当他低头的瞬间，才发觉心
中那向往的事业，如此的近在眼前
——投身到金融科技工作当中去！

初入资阳分行信息科技部，黄龙所
负责的岗位是应用管理岗，工作内容是
对代理业务系统、电子档案系统、各类
办公业务应用的运行维护、安装调试和
管理，提供技术支持负经办和管理责
任。看到这里，相信大部分人和当时的
黄龙一样不知所云，但是他的倔劲就在
这时体现了出来。还没有来得及适应
换岗的节奏，也没能对当前应用系统有
全面的学习了解，各种系统推广建设任
务就接踵而来，很多系统、设备听都没
有听说过。这对刚参加科技工作的新
人来说是机会也是极大的挑战。黄龙
主动参与到应用项目建设工作中来，不
懂的就观察学习，没有安排任务，就自
己学习自己钻研，有空闲的晚上就在办
公室边看书边上机实际操作，学习各种
操作指令、熟悉系统环境。通过多项应
用项目的验证和投产的磨练，逐步成长
为资阳分行技术骨干，成长为全行公认
的“黄科技”。

但是，难题还在接踵而至。2016

年下半年，工行资阳分行对公业务当
中的支票电子验印通过率创下新低，
排在了全省倒数的名次上面，这不仅
关系到资阳分行的整体绩效考核，同
时因为支票电子验印通过率的原因，
经办人员不得不手工验印，为客户的
资金安全埋下了隐患。黄龙接到解决
这个难题的任务后，迅速走访了多个
网点，通过加班加点反复的验证、深入
的分析，终于查清了故障原因，并及时
找出解决方法进行处理，使得资阳分
行支票电子验印通过率跃升到全省前
列。同时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惠及
到支行以及兄弟分行。

业务上，黄龙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为资阳分行争荣誉时，他也毫不
含糊。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
中心支行开展了关于四川省金融系
统金融科技业务竞赛的选拔，黄龙本
着要么不去，要去就要打出名堂的信
念参加了选拔赛，通过积极备战、认
真对待，他轻松通过了选拔赛，成为
资阳市代表队入选人员，进行全省片
区初赛、决赛。

毫不松懈，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让黄龙多次受到赞赏，并荣获资阳分
行 2016年度先进个人。业务部门、一
线网点的同事们常说：“咱工行的系
统、机具、应用程序都怕黄龙，因为只
要出了故障，一叫黄龙，他很快就到，
还没怎么摸机器，故障就解决了，明明
我们也是这样处理的呀！”听到这里，
黄龙只是抿嘴一笑，淡淡地说着：“只
是运气罢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正是日复一日对系统、机具、应用程序
的熟练操控、反复琢磨，才有了今天这
个连机器都怕他的80后“大行工匠”。

工行今日开售
首单绿色柜台金融债

机器都怕他？

平凡岗位走出的
80后工行科技人

本报讯（彭伟）近日，中国银行资
阳分行举行以“我与内控合规同行”为
主题的全辖内控合规演讲比赛。

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自 5 月开
始，通过基层网点、条线部门层层选
拔，有 15 支队伍参与最终角逐。比
赛现场高潮迭起氛围热烈，演讲形

式新颖活泼、不拘一格，演讲内容小
中见大、视野开阔。参赛选手们优
雅的谈吐，犀利的观点，激情的表
演，辅以声色俱佳的改编诗词、群口
朗诵等引人入胜的形式，既充分展
现了选手们在内控合规方面的底蕴
和实力，也为在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视听盛宴。
此次演讲比参赛选手均来自最

基层的网点和最前线的部门的员工，
比赛评委由分行 11 个部门的负责人
组成，全辖 50 余人观摩学习。比赛
选手中，有今年 7 月刚入行的前台综
合柜员，也有工作 20 年以上的个金

产品经理；有服务中高端客户的理财
经理，也有营销大企业的公司客户经
理，还有把控前台操作风险的事中监
督。参赛者代表资阳分行内控合规
一道防线的中坚力量。最终，乐至支
行营业部员工朱竹荣获一等奖，二、
三等奖也花落各家。

中行资阳分行

举行“我与内控合规同行”演讲比赛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月

黄
龙
正
在
维
护
系
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