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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为持续践行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
履行银行业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
平安银行厦门
分行升级服务软硬件设施，
不断
提升客户体验，积极响应“金融
知识进万家”活动，加大消费者
权益保护宣教力度，
致力提升金
融消费者金融素养，
普及金融消
费知识，
优化金融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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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厦门分行两家智
能化网点于今年全新落地亮相，
银行服务不再是传统的你取号
—智
我叫号、隔着玻璃透着麦——
能化设备搭起来，组合型沙发拼
起来，服务人员走出来，厅堂动
线管理，服务问候就在您身边。

分行为每一家网点统一配置了
绘本角、充电宝、血压仪等设施，
小到眼镜布，大到咖啡机，厅堂
投放 10余种便民设施，力求满
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平安银
行的网点，更像是可在午后坐下
来小憩的港湾，
温暖而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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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集团和总行强大的科
技平台，从硬件上、系统上更加
全面地为消费者撑起防护伞。如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投诉关键
词进行智能预判，全面提升投诉
处理水平和效率；双录系统与终
端系统打通嵌入、搭建信贷风险
基础管理平台，达到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目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厅
堂门脸的应用，可以第一时间识
别进店客户，数据通过后台推送
至平板设备，让厅堂服务人员快

速了解客户的基本信息，便于在
客户办理业务时判断异常情况，
迅速做出反应。该技术同样嵌入
系统使用，可有效帮助业务办理
人员甄别假客户，防范洗钱、诈
骗等风险。
2018年 1月 -8月，分行累
计堵截 12笔风险事件，包括堵
截网络诈骗、假客户、假证件、可
疑批量开卡等，为客户挽回损失
约 13.
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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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分行结合监管及
总行要求，细致规划，提前部署，
一月一主题，多渠道多形式开展
消保宣传活动，累计组织 30余
场户外宣传活动。包括：
“慧眼
识 广 告 ”、
“ 特 殊 人 群 保 护 ”、
“增强安全用卡意识，营造良好
支付环境”、
“加强自我防范意
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等活

动。
主题宣传海报、
LED滚 屏
播放活动口号、宣传折页、易拉
宝、微信公众号……除了营业厅
传统的金融知识推广，分行还与
汽融分部、信用卡分中心、平安
证券联合组织宣传活动，进社
区、进校园，真正做到金融知识
走进千家万户。

扫二维码
看金融消保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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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的李先生 在 朋友 的介
绍下于 2016年 8月到某贷款公
司，用自己的车办理抵押贷款 8
万元。贷款公司以扣除 3个月利
息、停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为由
从中扣除 11000元，李先生实际
收到 69000元。按照该公司员工
张某要求，李先生签署了一张借
条——
—“ 今 借 到 张 某 现 金 8万
元，自愿以车辆作为抵押，期限
为 3个月”。同年 10月，李先生
去公司还款，却发现公司搬走
了。后来李先生辗转找到该公司

骗分子让受害人签订远高于所
和张某，张某均以“正在办理取
借款项的合同，然后截留一部分
车手续” 为由搪塞过去。直到
现金，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拿
2017年 1月底，张某告诉李先
生，因其逾期现车子已被转押， 回借款的本金；另一方面是利用
受害人签下的翻倍借条，为后续
需支付 13万元用于取车，其中
包含 8万元贷款、逾期违约金、 实施诈骗做准备。
平安银行 厦门 分 行消 保人
停车费、车辆保险、车辆出库费、
员提醒市民，如果不幸陷入 了
来回人工费等多项费用。
无论是以“手续费”、
“砍头 “套路贷”，不要为了还清上一
笔欠款被骗子带去“平账”。一
息”、
“保证金”等名义扣除的各
定要保留好相关语音、银行转账
种贷款，还是通过虚造银行流水
取现记录、平账证据线索等 证
扣留的现金，这些都成了诈骗团
据，
及时报警，
寻求司法帮助。
伙诈骗所得的“第一桶金”。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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