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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经济日报》报
道，手机银行通常是指通过手机对
银行卡账户进行支付操作的一种交
易支付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繁
荣以及手机技术的进步，选择通过
手机银行进行支付交易的人日渐增
多，手机银行已成为电子银行业务
的“新宠”。

要想获取手机银行服务，不仅
需要携带身份证及相应的银行卡前
往任意一家拥有手机银行业务的银
行下属营业厅办理相关业务，同时
还需要拥有一部具备上网功能的智
能手机。

如此一来，只需下载并登录该
银行的手机客户端，便能轻松享受
到银行提供的查询明细、转账汇
款、缴费支付、信用卡、账户管理
等服务，极大节省了ATM机和银行
窗口排队等候的时间。

同时，开通手机银行服务后，
手机银联在线支付平台也成为支付
的重要中介，省去了登录不同手机
银行客户端的麻烦。以网络购物为
例，用户在特定购物网站的手机客
户端上选定商品之后，点击支付链
接便会自动进入银联在线支付平
台。已开通手机银行的用户如果选

择最快捷的“认证支付”方式，只
需在界面中输入在发卡行预留的手
机号，并填入通过此号即时获取的
6位短信验证码便可完成对网购商
品的支付。同时，消费金额、支付
时间等安全信息也会即时以短信的
形式通知用户。

虽然手机银行的交易经过严格
的加密和监控，安全性能够得到切
实保障，但如果使用不当仍然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一旦智能手机丢
失，就不仅仅意味着几千元的经济
损失，还可能威胁到手机中电子银
行账户的安全，进而导致更大的损

失。
对此，手机网络安全专家指

出，使用手机银行，养成安全习惯
很重要：一是在开通手机银行时，
一定要确认签约绑定的是自己的手
机，同时根据平时转账金额设立合
适的额度。如果只是小额支付或充
话费，可以把金额设定少一些。

二是加强密码防护，不外泄。
应尽量为支付账户设置单独的、高
安全级别的密码，务必保证密码与
邮箱、微博的登录密码有所区别。

三是及时清除手机内存中临时
存储账户、密码等敏感信息。每次

使用完手机银行后，一定要安全退
出，并且定期对手机银行进行升
级。

四是不要随意开启不明来历的
短信或彩信，对可疑短信或彩信应
立即删除。在上网过程中不要点击
不明链接、下载安装不明文件，谨
防木马、钓鱼袭击账户，尽可能安
装安全的手机杀毒软件，定时查杀
病毒并对上网安全进行实时监控。

此外，一旦发生手机遗失的情
况，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时间冻结网
银功能，其中的账号、密码才不会
被盗，避免更大损失。

手机银行安全使用五方法

2012 年 12 月 20 日，气温已经降到零下 8 摄
氏度，但沾化县冯家镇小城镇建设项目并没有停
歇，许多工地仍是一派繁忙景象。冯家镇是市级
小城镇建设示范乡镇，去年该镇加快了小城镇建
设步伐，构建了“一轴一园、两心五区”城镇格
局。

图为投资2千万元的全镇供热中心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安装设备，准备打地热井。

（单金强 丁一 摄）

冬日寒冷
工地火热

本报临沭讯 (通讯员张立达)
隆冬时节，室外温度已经达到零下
十度，而在临沭县郑山街道姜屯村
农民王广东的鹌鹑育苗棚内，温度
却达到36摄氏度。王广东共有鹌鹑
1万只，鹌鹑蛋一斤五元，每月收

入将近8000元。目前，在郑山街道
像王广东这样的特色养殖户还有几
百户，年创收近亿元，有力地带动
了农民增收。

与王广东养殖鹌鹑致富不同，
郑山街道邢屯村村民靠养殖獭兔富

了起来。“街道联系信用社给我们
办理小额贷款、组织畜牧专家给我
们技术指导，一只獭兔从出生到出
栏历时四个半月，吃去25块钱的饲
料，行情好能卖100多块。”邢屯
村巾帼养兔能手闵庆粉高兴地说。
在街道的帮助下，她和丈夫仅用一
年时间就发展起4个獭兔养殖大
棚，目前兔子存栏量1200多只，成
为村里首屈一指的养兔大户。在闵
庆粉的带动下，邢屯村现在有獭兔

养殖户20多户。
近年来，临沭县郑山街道按照

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以培养特色
养殖大户、建设特色养殖小区为重
点，努力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特色
养殖新品牌。目前，已成立了10多
家养殖合作社，发展起沙店村、郑
山居等多个特种养殖基地，辐射带
动了鹌鹑、獭兔、狐、貂、貉等特
色养殖业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财经专线
评出2012年国内财经十大新闻(按
事件发生时间为序)：

一、营改增试点，财税体改深
化。1月1日，上海正式启动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首轮试点选择交
通运输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7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范围，自2012年8月1

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
京、天津、江苏等11个省、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

二、温州拉开金融综合改革大
幕。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
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
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7月，国务院
批准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
区总体方案；12月，又同意福建泉
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
验区总体方案。

三、浮动幅度扩大，汇改步伐
加快。中国人民银行4月14日发布
公告，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
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
幅度由5‰扩大至1%。

四、央行时隔 42 个月再次降
息。 6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这是自 2008 年 12 月 23 日以来，
央行在 42 个月内首次降息。

五、水电阶梯收费，资源价改提
速。6 月 1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宣
布，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
经听证结束，各地将陆续出台阶梯
电价实施方案，7 月 1 日起在全国
全面试行。与此同时，阶梯水价试点
工作也在全国部分城市陆续开展。

六、“新 36 条实施细则”悉
数出台。根据国务院要求，《国务
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新
36 条实施细则”)2012 年上半年全
部出台。一些民间投资禁区开始
“破冰”，民间投资领域和空间大
大拓宽。

七、购岛闹剧致中日贸易“降
温。”统计数据显示，前11个月，
中日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2 . 9%，
其中从日本进口的贸易额同比下降
7 . 6%。

八、光伏产业遭遇美欧双反调
查。

九、沪指破 2000 点创 46 个月
新低。

十、中海油获准收购尼克森公
司。

新华社评出

2012年国内

十大财经新闻

本报讯 据《 21 世纪经济》
报道，当初野心勃勃入驻温州民间
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中心”)
的两大玩家，运营 8 个月后，都没
能交上令设计者满意的成绩。

最新数据显示，作为温州金改
亮点之一的借贷登记中心，借贷成
交率仅为26%。“这与我的预期相
差太远。”近日，全程参与并设计
中心建立方案的浙江大学硕士生导
师张翔，在某民间借贷研讨会上
称。

截至2012年12月14日，中心累

计成交金额3 . 15亿元，成交750
笔，借贷成交率为26%，平均月利
率1 .4%。8个月来，中心已结清借
款84笔，共计4053万；逾期36万
元。另有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地区
民间资本量已达5200亿元。

按照张翔的方案，入驻中心的
主要玩家有两部分，一是温州本地
的担保公司、咨询公司等长期提供
民间借贷服务的机构；二是P2P借
贷平台。再配上人民银行信用报告
查询点、律师、快速执行法庭等配
套机构驻点，就能为借贷双方提供

一条龙服务。
成交量低迷透露出出借人的担

忧。据接近中心人士介绍，目前的
借贷主要以大额且有抵押担保的模
式构成。“但有房子首先就抵押给
银行获贷款了，到中心来的大多是
房屋二次抵押。银行不大愿意配合
提供抵押材料，即便借贷成功一旦
无法还款，追缴也存在一定风
险。”一位业内人士坦言，配套服
务设施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快速执
行法庭的效率也有待提高。

此外，交易隐私也是出借人考

虑最多的问题。“由于在中心登记
的所有信息是要求公示的，在税收
政策不明朗之前，出借人不太愿意
公布自己的财务情况。”张翔分析
道。

此前争议声颇高的对出借人要
征收的营业税和利息税的说法，让
出借人始终对中心“保持距离”。
“我今天公布了信息，明天要收税
了，怎么办。”张翔不太理解征税
行为，“银行都停止收利息税了，
民间自由借贷又不属于经营行为，
为何要收营业税？”

温州民间借贷中心成交不到三成
与预期相差远，出借人多顾忌交易隐私

临沭县郑山街道：

特色养殖增收近亿元

本报郯城讯 （通讯员刘科
玲）郯城县农村信用联社红花信用
社本着服务于农、取信于民、支援
农村、助农增收的指导原则，扶持
广大农户发展畜牧养殖和水产养殖
业增收致富。

红花信用社针对农民发展畜牧
养殖、水产养殖等资金短缺这一现
实，采取入户调查、征求党员干部
和群众代表意见、简化信贷手续、
登门办理授信业务等有效措施，提
升信贷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自

2012 年上半年以来，红花信用社
累计办理支农信贷业务 5800 余件
次，发放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授信贷款 6700 万元。其中，用于
扶持农户发展畜牧养殖和水产养殖
专项资金达 3500 万元，约占支农贷
款总额的 60% 。这个镇的山外岩村
位于马陵山脚下，岭广草茂，粗饲料
粮丰富。为了扶持广大农户因势利
导，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2012 年
8 月份，红花信用社通过入户调查，

为这个村 136 个养殖户一次性办理
授信贷款 1500 余万元。

红花镇前壮口村紧靠沭河，废
旧汪塘、河湾较多。2011年春，红
花信用社一下子为张则云等20个网
箱养鱼户办理授信贷款780余万
元。目前，前壮口村网箱养鱼户年
均增收近20万元。其中，张则云养
鱼年增收60万元。农民们深有感触
地说，红花信用社就是咱老百姓致
富的靠山。

郯城县

红花信用社成致富靠山

我公司免费提供业务平
台，无论男女、有无文化、专
职兼职在家都可轻松操作，日
均获利 800 元以上，当天结算
到你账户，不收取任何费用！
北京安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机电话： 010-56289676

手机： 156 5269 2858 罗经理

打工不如做代理

淄博悦纳经贸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不
慎 丢 失 ， 代 码 号 ：
057949145 ，特此声明作
废。

毛青松身份证不慎丢
失 ， 身 份 证 号
371324198601087331 ，特
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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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企业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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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陆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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