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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防范假币能力，营造良好的人民币流通环

境，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民生导向、问题导向，深入各行各业、城

乡社区，“精准定位、长效开展”各类货币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努力调动

社会各方力量大力普及反假货币知识，不断完善反假货币宣传的长效

机制，在无锡市反假货币宣传领域独树一帜、宣传成效卓然。

仅 9月份该行外出开展各类主题宣传 35次，发送宣传资料

30000余份，宣传受众达35000多人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

评，树立了良好的社会服务形象。

精准定位 长效开展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反假货币宣传活动”纪实

定位邮政速递行业，调动群众举报假币犯罪积极性

为增强邮政速递人员举报假
币犯罪意识，无锡中行主动对接人
民银行无锡中心支行，积极开展邮
政速递人员反假宣传培训工作。 9
月 10 日，由人行无锡中支、无锡
中行及无锡公安经侦支队联合组
成宣传队， 走进无锡邮政枢纽局，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邮政速递
人员反假货币暨新版人民币宣传
培训”活动。

人行无锡中支李存导处长亲
自作开班讲话， 对邮政速递人员
积极举报假币犯罪及非法使用人
民币图像等事项的意义进行了深
刻阐述； 无锡公安经侦支队陶铭
警官介绍了利用速递渠道开展假
币犯罪活动的特征、 发现及举报
方法。

中行宣传人员详细讲解了《无
锡市举报假币犯罪奖励办法》内容
以及 2019 年版人民币各票面的
特征及防伪知识点，近百名邮政速
递管理及工作人员参加了现场培
训。 为扩大宣传效应，中行宣传人
员除精心制作培训课件外，还走进
邮政投递工作现场，为工作中的邮
政人员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反假货
币知识和新版钞的防伪特征，并通
过新版钞票的实物展示，手把手传
授“一看、二摸、三听、四测”的人民
币识假技能。

宣传活动激发了邮政速递人
员参与举报与打击假币犯罪活动
的热情，为无锡地区反假宣传拓宽
渠道与领域、丰富宣传形式与内容
走出新的一步。

定位乡镇及老年人群，重点帮扶货币金融知识贫乏区

在电子支付高速发展的今天，
乡镇及老年人群却依然保持着现
金交易、现金存家的习惯。 中行经
常组织员工上山下乡、 走街串巷，
并与电视媒体合作开展货币知识
宣传活动。

9 月 5 日，无锡中行宣传队走
进落霞苑社区，为社区居民开展人
民币知识的宣传。

9 月 11 日， 无锡中行宣传队
走进惠山绿地农贸市场，向商户和
顾客普及新版人民币的知识以及
货币反假知识。

9 月 16 日， 无锡中行宣传队
走进江阴徐霞客镇鑫城公园，向下
班族以及散步、锻炼的周围群众介
绍新版人民币的知识。

9 月 17 日， 无锡中行宣传队
走进张渚镇北门村。 在北门村委
会张贴新版人民币宣传海报和悬
挂宣传标语， 向社区群众发放新

版人民币知识手册、 折页等宣传
资料， 向广大群众讲解新版人民
币纸币、 硬币特征以及公众防伪
特征， 引导群众了解新版人民币
相关知识。

一场又一场以“认识新版人民
币 正确爱护人民币” 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在乡镇、小区、村委、超市等
群众集聚区全面展开，通过张贴新
版人民币宣传海报、 悬挂宣传标
语， 发放新版人民币知识手册、折
页宣传资料，火烧币兑换现场图片
等， 以及经验丰富的员工认真讲
解， 引导群众正确爱护人民币、改
善用钞习惯。

无锡中行宣传队还与宜兴电
视台倾情合作， 走进方言电视节
目《阳羡茶馆》，中行员工家乡方
言的宣讲， 一经播出便受到各方
关注及好评， 开辟了货币知识宣
传的新渠道。

定位青少年人群，激发货币知识宣传新动能

普及货币知识、 提升在校学生识
别假币的意识和技能是无锡中行坚持
以“教会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
校园宣传理念。 9 月份，无锡中行组织
宣传队伍走进市内大、 中、 小学校校
园，开展了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生动活泼的货币知识宣传活动。

9 月 19 日，一场以“我是金融小
卫士 更是反假小超人”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在宜兴市荆溪小学开展。 在

“2019 年第五套人民币”及“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展板前，中行宣传队为
师生分发货币金融宣传资料、 讲解货
币知识；走进教室展示新钞实物，传授

“一转、二摸、三透光”的新版人民币防
伪辨识小技巧，开展争当“小超人 &
小卫士”巅峰对决活动。

9 月 17 日， 中行宣传队走进惠
山玉祁中学。 在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现场， 中行员工向学生们详细讲解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票面及
防伪特征， 生动形象地演示识别假
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开展“收到假
币怎么办”“如何正确识别假币”以
及“中学生在货币反假工作中的作
用”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讲座，激发
了学生承担家庭与亲友反假货币宣
传使者的热情。

9 月 25 日东南大学无锡分校，一
场针对刚入学大学生的货币金融知识
宣传活动在此开展。 中行宣传人员针

对大学生特征， 在宣讲新旧版人民币
特征及防伪知识、利用实物展示教授
识假技能后， 还对大学生在信用卡、
借记卡、网络支付、校园贷等相关知
识进行普及宣传，提示广大学生要牢
记货币知识重要性以及在社会家庭
中所承担的反假作用。

为扩大宣传效应，9 月 5 日无锡
中行还组织员工子女走进银行大厅
开展“小小银行家 中行新生代”为主
题的互动宣教活动。 活动现场，中行
宣传人员详细讲授了人民币知识与
反假技能，现场展示新版人民币以及
美元、欧元、日元等多种国际主流货
币实物，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主要外币
的特征与防伪。小朋友们也主动分享
了在旅游过程中与各国货币发生的
精彩故事，现场识别真假币 PK 赛将
活动推向了高潮。

为长效开展青少年货币知识宣
传工作， 无锡中行还精心制作了名
为“新钞票 新伙伴”———2019 年新
版人民币（青少年版） 宣传动画视
频，塑造了“反假小超人”小明等一
系列货币知识宣传卡通人物形象，
用生动简洁的语言讲述了新版人民
币的有关知识， 动画视频被广泛用
于中小学校园宣传， 并在三阳广场
公共视频宣传版播出， 受到了广大
中小学生的欢迎和喜爱， 被他们视
为新学期的最佳开学礼。

定位企事业单位，筑牢反假货币基础防线

在深入开展人民币宣传服务活
动中， 中行宣传队走进江阴圣马科
技、家乐福超市、军区干休所以及高
速公路收费站等企事业单位开展新
版人民币宣传培训工作，分批组织近
百家企事业单位财会人员参加中行
组织的最新人民币知识培训，全方位
提升企事业单位财务、收银人员的货

币知识技能，进一步筑牢反假货币在
各行各业的基础防线。

针对财务、收银人员，无锡中行重点
培训了人民币全面防伪知识及技能、人民
币纸硬币不宜流通行业标准以及点验钞
机的升级与使用要求；对企事业单位普通
工作人员，以认知新版人民币特征，掌握
生活中的反假技能为主展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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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培训机构关店风波引关注
“韦博英语”停业潮蔓延，无锡未受波及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成立 20 余年、
被誉为成人英语培训三巨头之一的韦博英
语多地门店相继停止运营，并且停业潮正在
向全国蔓延，大量学员学费和员工工资无处
追讨，“跑路”“破产”传闻不断。据了解，目前
无锡尚未受到波及。

据报道，韦博英语北京、上海、成都、天
津、南京、杭州、苏州、嘉兴等城市的门店相
继出现关闭、停课现象。 上海总部已经人去
楼空， 韦博天猫旗舰店的产品也全线下架，
多地出现学员、员工维权投诉。

但目前仍有地方门店在正常运营。济南
韦博英语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济南、淄博、
潍坊地区的五个分校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
每个地区的分校都有单独的运营系统，在财

务上也是自负盈亏。目前北京、成都、杭州等
城市出现的情况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以及
投资股东之间出现了财务纠纷所导致。

南昌韦博英语门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也
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南昌韦博英语的两家门
店虽属于上海总部的直营店，但与其他省市
的经营主体不同，财务自负盈亏，目前运营
正常，不受本次闭店潮的影响。

此前有媒体报道，韦博英语的上海嘉定
中心、东莞等加盟地区及门店已发布声明称
其完全独立运营，与韦博总部仅存在品牌关
联。记者注意到，9 月 25 日东莞韦博英语所
属的东莞市韦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完成了
法人代表及股东变更， 韦博英语创始人、韦
博教育集团 CEO 高卫宇不再担任该公司

法人代表及股东，法人代表变更为张鸣山。
据了解，部分已停业的韦博英语门店员

工正寻求外部解决方案。10 月 8 日，北京韦
博英语所属的北京世纪韦博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曾发布学员安置预案进展通告，称公司
正积极发动核心骨干力量群策群力进行自
救，吸收新的投资者加入，正与房东进行商
业洽谈并进行债转股等尝试，希望尽快使校
区运营回到正轨。

10 月 10 日， 韦博英语成都银石校区
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有投资机
构希望可以接手现有的团队以及学员，目
前成都三校区在同步沟通中。 韦博英语成
都银石校区学员刘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目前还未收到校方详细的安置方案。 学为

贵创始人刘洪波 10 月 11 日在微博透露，
学为贵开放全国分校对韦博雅思托福学员
提供援助， 截至目前韦博仅要求学为贵接
手北京、成都的学员。

（综合新京报、《财经天下》周刊）

@萌萌要加油吖：好恐怖啊，这么大的

公司都出事了。

@你的七叔：理发店跑路，网吧跑路，

健身房跑路，培训机构跑路，以后再也不充

钱不办卡。

@马亮852：你以为是培训，其实是

生意。

吉林上空疑陨石坠落

网友：外星人来了？

据央视新闻报道，10 月 11 日凌晨零时 16
分前后， 一颗陨石疑似坠落在吉林省与黑龙江
省交界处。松原市区多处监控显示，夜空瞬间被
照亮。辽宁沈阳、吉林长春、吉林松原、黑龙江哈
尔滨等黑龙江和吉林多地网友目击天空划过一
道火光，天空亮得像白天。 但是目前，吉林松原
一带没有乡镇上报发现陨石实物。 中科院紫金
山天文台专家正对相关视频展开研究。

实际上， 吉林曾出现过陨石坠落的事件。
1976 年 3 月 8 日 15 时，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
轰鸣，空前的陨石雨降临吉林，吉林陨石雨由此
成为奇观。 吉林陨石降落在吉林市和永吉县及
蛟河市近郊方圆 500 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域内。
当时共收集到较大陨石 138 块， 总重 2616 公
斤，现被吉林市博物馆收集展出。

其中最大块“吉林一号”重 1770 公斤，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 它冲击地面造成蘑
菇云状烟尘，并且砸穿冻土层，形成一个 6.5 米
深，直径 2 米的坑。这块陨石属于 H 球粒陨石，
表面呈棕黑色，上有气印。溅起的碎土块最远达
150 米，造成的震动相当于 1.7 级地震。 吉林陨
石就其数量、重量、散落范围以及科技含量，在
世界上都属罕见。

（来源：央视新闻、新浪微博）

@是麒麟女孩啊：上帝想拍夜景，但是忘

了关闪光灯。

@MD_Saber-C：找不到那一定是外星人

来了，躲起来了嘛。

@小桐biubiu：真的，我是吉林松原的，硬

生生被亮醒了。我家楼下的大爷抱着被子冲出

去了，哈哈。

近 2万支流感疫苗陆续到社区

网友：去年中了招，今年要去打一针

据本报 11 日报道， 记者从各大医
院了解到，近日患有感冒、发烧、咳嗽等
症状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多了起来。有不
少市民提出疑问：和去年相比，今年的
流感是不是来早了？ 10 日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 据监测统计数据显示，9 月份
以来，我市流感疫情呈上升趋势，但仍
处于低流行水平。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
段是接种流感疫苗。 据悉，目前全市各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陆续到货近
2 万支流感疫苗。 疾控专家建议重点人
群要接种流感疫苗， 比如 65 岁以上的
老年人、5 岁以下的儿童、医护人员、孕
产妇等。 专家建议，小龄童预防流感可
以让照顾起居的家长接种疫苗。有关人

士提醒，到社区接种时，成人要带好身
份证，儿童带好接种证，儿童和成人的
接种服务时间不同。

（小寻）

@迷你童：去年中了招，今年准备

提前去打一针！

@蒙：带着证件近期去打需要提

前预约吗？我抵抗力比较弱，还是打一

针预防一下比较好。

@叶子红了：提醒很到位，家里有

宝宝，准备让家里人都去打一针，传染

给孩子就来不及了。

@朝南五百里：去接种前先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咨询一下，可以省

去不必要的麻烦。

无锡首个飞行员培训班开训

网友：多一项技能，让年轻人心动

据本报 11 日报道，10 日，无
锡首个飞行驾照培训班正式开班，
开班首日 5 名学员接受了飞机基
本知识的授课，同时对三角翼模拟
机仪表盘的各种按钮、按键功能进
行了识别。 无锡雪浪山华飞通航直
升机基地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经过
前期市场调研，无锡地区目前有意
向学习飞行驾驶的人数已经超过
30 人，既有私营业主，也有准备进
入通航领域发展的年轻人，首期培
训班有学员 5 人。“学费 26 万元，
实行‘一对一’培训，3 个月就能完
成学习。 ”学员在完成培训后，将参
加由民航部门统一组织的理论和

飞行实践考试，合格者由国家民航
局颁发私人飞行驾照，拿到驾照每
年需进行年审，即参加体检和飞行
技术考核。

（小寻）

@小飞侠：可以多一项技能，多

一本证，作为年轻人很心动。

@周运：首先，我得买得起飞

机。其次，我得有地方停飞机，再考虑

考虑。

@Sugar：学费挺贵，再一看飞

机更贵，还是看别人学吧。

@彩虹糖：3个月就能学成，飞

行技术是否让人放心？体检有标准要

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