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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客户走进农行永康支行

长城网点，说要修改预留在银行的手

机号。该行工作人员丁笑笑核查后

发现，原有的手机号就是客户本人

的，且依然在正常使用。既然是本人

的号码，为何要修改？

这个不寻常的行为，引起了丁笑

笑的警觉。她马上将客户拉到贵宾

室详细了解情况。原来，客户的信用

卡逾期了，加上一时还款困难，他就

在网站上找了个声称能处理逾期的

“律师”。“律师”要求他新办一张手机

卡，并将所有银行预留手机号改成新

号码，再把这个号码邮寄给“律师”，

即可提供停催、免起诉等服务。听到

这，丁笑笑断定这是网络诈骗，马上

阻止了接下来的一切操作。

丁笑笑告诉该客户，并没有所谓

的处理逾期业务，银行根本没有委托

任何人开展这类业务，不要相信网上

任何关于逾期处理、征信洗白的言

论，日常要合理合法用卡。随后赶来

的民警对客户进行了反诈教育。此

时，该客户终于意识到这是不法分子

的诈骗手段，对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

表示感谢。

融媒记者 舒姿

网络“律师”可以办理逾期？
农行提醒，这是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

2023中国癸卯（兔）年金银纪念币发行
一套13枚法定货币，线上线下均可购买

11 月 18 日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发 行

2023中国癸卯（兔）年金银纪念币。该套

金银纪念币共 13 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8

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货币。

消费者可通过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交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

行等线上线下渠道购买，或前往浙江赞

佳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江南店、八一

店、古子城店选购。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衬以中国传统吉祥

纹饰，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共 13

幅，均刊“癸卯”字样及面额。其中，10

公斤圆形金质纪念币、2 公斤圆形金质

纪念币及1公斤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

案均为写实兔造型，衬以月亮、祥云组

合设计。1 公斤梅花形金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为装饰兔造型，衬以装饰纹样。

500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及 30 克梅花形

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均为装饰兔及白

菜造型，衬以荷花、荷叶等组合设计。

150 克长方形金质纪念币及 10 克扇形

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均为装饰兔造型，

衬以月亮、祥云组合设计。15 克梅花形

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剪纸风格兔造

型，衬以月亮、祥云组合设计。3 克圆形

金质纪念币及1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

图案均为装饰兔造型，衬以吉祥纹饰。

150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及30克扇形银

质纪念币背面图案均为卡通兔造型，衬

以桂花、中国结、窗等组合设计。

其中，10 公斤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直径 180 毫米，成色 99.9%，最大

发行量 18 枚。2 公斤圆形金质纪念币

为精制币，直径 110 毫米，成色 99.9%，

最大发行量 50 枚。1 公斤梅花形金质

纪念币为精制币，外接圆直径100毫米，

成色99.9%，最大发行量118枚。500克

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直径 80 毫

米，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500 枚。

150 克长方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规格

64毫米×40毫米，成色99.9%，最大发行

量600枚。15克梅花形金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外接圆直径27毫米，成色99.9%，最

大发行量 6000 枚。10 克扇形金质纪念

币为精制币，外圆半径51毫米、内圆半径

36毫米、圆心角30度，成色99.9%，最大

发行量 1 万枚。3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

精制币，直径 18 毫米，成色 99.9%，最大

发行量15万枚。1公斤圆形银质纪念币

为精制币，直径100毫米，成色99.9%，最

大发行量 5000 枚。150 克长方形银质

纪念币为精制币，规格 80 毫米×50 毫

米，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5000 枚。

30 克梅花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外

接圆直径 40 毫米，成色 99.9%，最大发

行量 5 万枚。30 克扇形银质纪念币为

精制币，外圆半径 85 毫米、内圆半径 60

毫米、圆心角 30 度，成色 99.9%，最大

发行量 3 万枚。15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

为精制币，直径 33 毫米，成色 99.9%，最

大发行量 30 万枚。

融媒记者 舒姿

10克扇形精制金质纪念币正面图案 10克扇形精制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1公斤梅花形精制金质纪念币正面图案 1公斤梅花形精制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11 月 18 日，历经 1 年 18 大类服

务重塑，500 余项功能提升，101 个细

节 打 磨 ，工 行 手 机 银 行 8.0 全 新 亮

相。作为 5 亿人民的智慧之选，无数

家庭的财富伙伴，工行手机银行 8.0

有五大“发现”项全新上市。

“发现”更轻简的交互。其一，采

用乐高式布局和端云技术，简单下拉

即可进入精简聚合的导航页签，从海

量金融服务中快速定位呈现，提供

“千人千面”的个性定制服务。其二，

全新一代智能搜索引擎。其三，采用

扁平化图标设计，大幅精简楼层宫格

展示，带来更加清晰的全景视图。其

四，专业视频客服提供修改手机号、

重置密码、转账汇款辅导等 16 种高

频服务。

“发现”更稳健的规划。其一，首

批入驻数十家知名机构，搭建矩阵式

服务场景，为客户提供深度、专业的线

上财富服务。其二，工行精英专家团

队精品投研报告，十余年行业沉淀的

分析支持，帮客户做出更好的投资决

策。其三，根据客户所需提供集产品、

知识、资讯于一体的定制化解决方

案。其四，业界最详尽的月度账单视

图，全面资产、收支、权益分析，更清晰

地记载财富成长之路。

“发现”更暖心的关爱。其一，针

对银发族，全面完成适老化和无障碍

改造，养老金专区、亲情账户、养老储

蓄让养老钱稳健增值。其二，针对新

市民，汇聚医保、社保等各类服务资

源，专享金融产品和优惠利率，帮助

城 市 建 设 者 圆 梦 美 好 新 生 活 。 其

三，针对职场人，全面精准便捷的工

资单信息推送，丰富福利活动与专

属客户经理，描绘更完美的收入增

长曲线。其四，针对年轻一代，打造

青春潮流的“i 空间”星球服务体系，

在个性化、纯线上、高互动的服务中

提升财商智慧。

“发现”更有趣的生活。其一，绿

色金融交易积攒碳能量，享受特色会

员权益。其二，采用“工银玺链”技术

发行，限量版工行特色藏品申领。其

三，精选引入求学宝高考选校、丰巢智

能柜、网易云音乐、咪咕会员等30余项

生活服务。其四，十余种奖励形式，海

量资源投入，覆盖全量客户，贯穿全年

时点，达到“周周有优惠、月月有惊

喜”。

“发现”更前沿的科技。其一，全

新一代企业级数字化运营平台，实现

手机银行“底盘换代”。其二，云端个

性化服务模型与客户端功能应用智能

联动。其三，业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三

色光”人脸识别，让刷脸更加精准。其

四，基于设备特征建立终端安防体系，

及时提示风险。其五，综合运用坐标

监测与重力感应技术，翻转手机即可

安全退出手机银行。

上市新推活动包括京东超级省万

券齐发有好礼、商超购物享福利手机

买单八八折起、会员优惠购看剧更尽

兴、工行粉丝惠好券免费赠、粉丝送豪

礼9.9元看大片、车主粉丝惠抽盲盒红

包、工行低碳月一分任你行等。

（工行永康支行供稿）

18大类服务重塑，500余项功能提升

工行手机银行8.0全新上线

近日，笔者从中国银行永康支行获

悉，该行在我市首推“非遗产业贷”，致力

于为非遗传承人及其经营从事非遗产业

的企业提供授信支持。

根据非遗传承人的级别，中行综合

考量借款人实际经营、财务状况、资金需

求、还款能力和担保条件等方面核定授

信额度，对信用记录良好、经营稳定的企

业提供信用贷款。

该行工作人员介绍，我市历来重视

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利用，但非遗

传承人及生产性企业会面临融资难等

问题，制约了其发展。中行针对该困

难，创新提出了“非遗产业贷”，为非遗文

化在五金制造产业、文化旅游、乡村振兴

中更好运用，提供金融支持。

我市非遗相关行业从业者，可前往

中行了解详情，共同努力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通讯员 吕龙江

支持非遗保护工作

永康中行首推
“非遗产业贷”

中信银行
举办趣味运动会

近日，中信银行金华分行举办第一

届趣味运动会。

运动场上，来自金华各县（市、区）代

表队各显身手，齐心协力，从“排兵布阵”

到赛前演练，再到正式比赛，大家都铆足

了劲。“趣味投篮”“智慧搬运”“披荆斩棘”

等趣味项目在展现体育精神的同时，也带

来了欢乐、加强了交流、增强了凝聚力。

举办此次趣味运动会，是对全员体

质、竞技才能、品德修养等综合素质的考

验，旨在激发全体员工团结拼搏的劳动

热情，提高员工竞争意识，推动全民健身

活动广泛开展，促进该行更好地服务地

方经济。 融媒记者 舒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