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河北经济日报
2020.6.30

责任编辑：王翔 视觉编辑：张玉灿
社会·民生

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
上网看详情上网看详情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

发《河北省突发地质灾害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提

出，加强河北地质灾害防

治救工作，全面提升地质

灾害应对处置能力，避免

或者最大限度减轻地质

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经国务院批准，2020年 5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印发了《关于

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在

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开展大额现

金管理试点工作。按照《通知》要求，

河北省先试先行，将于2020年7月1

日率先启动试点工作,全省上下要树

立“一盘棋”的思想，将试点工作做实

做细。

加强大额现金管理，构
建和谐社会用现环境

加强大额现金管理，是提升社会

综合治理能力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部门和居民大额

现金使用数量和流向尚难以准确监

测。与此同时，涉及大额现金的违法

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我国大额现金流通监测和

管理薄弱，与反洗钱、账户、出入境等

方面配合衔接不够紧密，已经不能满

足社会综合治理的需要。

加强大额现金管理，是维护金融

秩序的需要。当前，一些单位公款私

存、套取现金逃避现金管理；个别银

行业金融机构为了争客户、拉存款，

放松现金管理，随意支付大额现金。

通过加强大额现金管理，规范银企双

方用现行为，有利于改进金融服务与

监督，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加强大额现金管理，是维护存款

人权益的需要。通过大额现金业务

登记管理，对客户身份信息和相关交

易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有助于进

一步维护存取款人的权益，确保资金

安全，符合广大储户的利益。

加强大额现金管理，是降低社会

现金流通总成本的需要。现金的投

放回笼，各个环节产生的运输、存储

和人力成本巨大。通过加强大额现

金管理，引导客户减少大额现金使

用，有助于缩减现金调拨频率，压降

现金库存，降低现金流通成本。

承担大额现金管理试
点，河北省社会和民众职责
所系

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压实银行

业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守住大额现金

管理的第一道防线。社会民众应主

动配合做好大额现金业务信息登记

工作。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加强与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和共

享信息。

构建系统，科技支撑。依托河北

省金融城域网建设全省大额现金管

理信息系统，完成省内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核心业务系统与大额现金管理

信息系统对接工作，实现全省大额现

金业务信息自动化采集。制定统一

标准的接口规范文本，提升数据信息

的准确性，为大额现金交易分析提供

可靠的数据支撑。

规范业务，统一要求。一是明确

大额现金存取业务的管理范围和金额

起点。二是推行大额取现预约制度。

建立预约规则，完善预约流程。三是

建立存取登记制度。客户如实申报大

额现金交易信息。四是建立核查分析

制度。通过比对交易主体大额现金存

取数据，发现大额现金交易风险。

营造氛围，全民参与。密切加强

与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沟通，主动

宣传有关政策措施，银行业金融机构

及时回应试点过程中客户关切的问

题。了解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试

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科学评价大额

现金管理各项措施的可操作性。

做好大额现金管理试
点工作，务求统筹有序、实
效为先

落实以“理解+配合”为目标的社

会参与机制。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

作，离不开社会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通过广泛宣传，引导社会公众逐渐改

变大额用现习惯，减少不合理现金使

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营造以“和谐+共建”为主题的试

点工作氛围。加强与地方各新闻媒

体的沟通联系，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

导向。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问卷

调查工作，多方听取现金服务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

系合作机制，共享信息资源。借助新

媒体优势，对现金管理法规和试点工

作要求进行宣传，增强认知认可度。

强化以“人防+技防”为核心的管

理工作体系。全面规范大额现金管

理操作流程和标准，加强管理的同时

提升金融机构现金服务水平。借助

大额现金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大额现

金交易的真实性审核，做好大额用现

引导和风险跟踪监测。加强对用现

大户的风险提示和信息沟通，做好客

户信息核查和完善工作。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
心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尹清伟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 加强大额现金管理

本报讯（记者王林红 通讯

员任树春）从省水利厅获悉，6月

28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降小到中

雨，石家庄、衡水两市大部，邢台

东部，邯郸、张家口两市局部降

大雨，石家庄市区、鹿泉、正定、

新乐、安国、武邑、故城、威县等

县市降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

为8毫米。其中，降雨量较大点

为：石家庄市区柳辛庄 165 毫

米，鹿泉羊角庄水库119毫米，

正定城区91毫米。

受降雨影响，子牙河水系洨

河、绵河出现小幅涨水过程，洨

河南赵水文站（石家庄市栾城

区）28日 23时最大流量为106

立方米每秒，绵河地都水文站

（井陉县）29日5时18分最大流

量为30立方米每秒。其他各主

要河道汛情平稳，未出现明显涨

水过程。

6月29日 8时，全省大、中

型水库总蓄水量为 21.58 亿立

方米，比去年同期少蓄水 4.26

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

3.20亿立方米；其中18座大型

水库蓄水 18.16 亿立方米，比

常年同期多蓄水 2.75 亿立方

米；44座中型水库蓄水3.42亿

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

0.44亿立方米；平原洼淀（白洋

淀、衡水湖、大浪淀）蓄水 4.85

亿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张艺萌）6月
28日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印

发《关于切实做好近期强降雨

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此次

强降雨天气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强化防汛责任落实。要强

化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

各项防汛责任。各级防汛抗旱

指挥部要将防汛抗旱责任落实

到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值

守、抢险救援、转移安置等各个

环节。

强化监测预报预警。要密

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

展，滚动预测预报，强化联合会

商，提高预报精度、延长预见

期。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气

象、水利、国土部门要密切监视

天气变化和雨情汛情发展。加

密预报频次，做到监测到位、预

报准确、预警及时。

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要认

真排查堤防、涵闸、泵站等防洪

风险隐患；重点筛查水库、水电

站、淤地坝以及在建水利工程

等安全度汛短板；全面检查蓄

滞洪区、进退洪设施、安全避险

工程等防洪薄弱环节；仔细核

查山洪灾害隐患点、城市防洪

除涝、应急抽排设施等存在的

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隐患、排除险情。

强化山洪灾害防御。要切

实加强县、乡、村山洪灾害基层

防御体系的组织领导，充分发

挥山洪灾害监测系统和群测群

防体系作用，确保预警信息到

村、到户、到人，提前做好危险

区人员转移工作。

强化水库安全度汛。要加

强水库汛期运行管理，严格执

行批复的调度运用方案，提前

安排预泄，留足防洪库容。强

化水库大坝等主体建筑物的巡

查防守，发现险情及时处理，迅

速转移下游受威胁地区群众。

强化城市内涝防范。要

细化城市防洪排涝预案，滚动

发布预警信息和安全警示，加

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等

设施的检查管护，落实城区河

道、低洼易涝地区、地下商场

以及地铁、机场、下沉式立交

桥等主要交通枢纽的防洪抗

排涝措施。健全城市防洪排

涝多部门联合会商和联动机

制，提前预置机动应急排涝设

备和抢险队伍。

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

送。强化领导带班制度，实行

24小时应急值守。加强汛情

灾情和工作情况报送力度，遇

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切实做好近期强降雨应对工作切实做好近期强降雨应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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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保定市已进入汛

期。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

告，做好汛期各项自保自救工作，避

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各级、各

部门、社会各界和全市公民要提高

警惕，增强水患意识。

凡在山洪沟道和行洪排水河渠

内开矿、办厂、采矿、淘金的单位和

个人，在汛期都要停止作业，撤出机

械设备和人员；对土、砂、尾矿等废

弃物要按要求堆放，不得乱堆乱弃，

影响行洪。

居住在山洪沟口、沟底和河滩

的村庄，应当有计划地搬迁到安全

地带；来不及搬迁的，要密切关注汛

期的洪水预警，服从统一安排，及时

转移避险。

暴雨洪水期间，行人和车辆不

要穿越河道、山洪沟道、低洼桥涵等

易积水路段，要等洪水退后再走；不

要从河、湖、易涝积水区打捞物品，

避免发生危险。

居住在危险水库、尾矿坝、山洪

灾害易发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左

岸排水上、下游的村庄和单位，要提

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接到转移通知

或听到看到发出的报警信号时，要服

从统一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矿井口，地道口，人防工程进

口，商场、超市、社区等地下停车场

入口，高铁站、火车站等地下设施，

要落实度汛措施，防止雨水灌入。

在水库、河道、淀泊管理范围

内，不准修建妨碍行洪、排水的路坝

等建筑物、构筑物，严禁倾倒垃圾、渣

土等废弃物，不得设置阻碍行洪的渔

具、进行围垦设障以及其他影响河势

稳定和危害堤坝安全的活动。

不准侵占、破坏、损毁堤坝、闸

涵、泵站、河渠、护岸等防洪工程以

及水文观测、防汛通信等工程设施

和抗洪抢险器材物料。

保定：落实度汛措施 严防发生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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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河北省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发布

雨夜逆行者
铁路护航人

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期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期

河北织密防汛河北织密防汛““安全网安全网””

雨情就是命令，保障列

车运行安全就是责任。

近段时间，石家庄、邢台

等地降雨明显，身着绿雨衣、

头戴防水灯、肩抗大铁锹的

铁路职工迅速按照防洪预案

对管内铁路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及时疏通排水沟，处理线

路水害，保障来往的客货运

列车安全有序通行。

井陉线路车间工人正在检查钢轨井陉线路车间工人正在检查钢轨

接头接头。。

记者 高航
通讯员 李晓川 马少博 摄 井陉线路车间工人徒步六公里检查井陉站设备井陉线路车间工人徒步六公里检查井陉站设备。。

石家庄工务段职工在巡检石家庄工务段职工在巡检

过程中及时清理水沟淤积物过程中及时清理水沟淤积物。。

井陉线路车间工人正在检井陉线路车间工人正在检

查线路旁的山体查线路旁的山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