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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4S店竟给车主网购假牌照
牛！济南交通大脑大数据把它揪了出来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李冉 辛亚楠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一辆
挂着临时车牌的比亚迪轿车，
在济南的街头行驶时，被济南
交通大脑大数据给揪了出来。
交警一查，这个假车牌，居然是
4S店的销售顾问给网购来的。

今年4月份，一家比亚迪
4S店向车主销售了一辆轿车。
在申领正式车牌之前，销售顾
问毛某为车主申领了真实合法
的临时车牌。然而，在第二次要
续临牌的时候，该4S店却因车
辆手续不全，无法办理临牌，这
可急坏了车主，更急坏了毛某。

“手续延期，加之车主的催
促，没有办法，为了应付车主，
毛某看到微信朋友圈有能制作
假临牌的，便动了歪心思。”济
南交警支队920办案专班民警
袁宝亮说。随后，毛某将车主信
息以及车辆信息发给了卖家，
并交了80元假临牌制作费。不
久 之 后 ，一 个 车 牌 号 为 京
B89081的临牌就被快递过来。
这个假临牌，正面显示了车牌
号，背面载有车辆及车主相关
信息，并印有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的印章，制作逼真，信息

全面，一般人难辨真假。
不过，这骗不过去年上线

的济南交通大脑。济南交警支
队920专班在进行分析研判时，
通过数据碰撞比对发现，一辆比
亚迪牌轿车的临牌登记注册信
息，与机动车正式号牌的登记信
息存在异常，于是对这个嫌疑车
辆展开调查。

专班民警通过询问车主
了解到，这个临牌挂了12天左
右，在此期间并没有出过什么
问题，车主并不知道自己的临

牌是假的。于是，民警传唤临
牌提供者毛某，毛某对临牌造
假事件供认不讳，表示确实意
识到自己考虑不全，犯了错
误。9月2日，专案民警依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对毛某做出行
政拘留的处罚。民警提醒，市
民在购买机动车时，对于车辆
手续不全的情况，务必对销售
人员提供的临牌保持警惕，因
为一旦使用了伪造的临牌上路
行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
部门很可能会据此拒赔。

光大云缴费用户数突破2 . 7亿
缴费服务突破6000项

近日，记者从光大银行获
悉，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式便
民缴费平台，光大云缴费服务
项目总数已突破6000项大关，
达6328项，较年初新增2287
项。同时，光大云缴费用户已
达2 . 71亿，超过去年全年用户
总量。

光大云缴费作为光大银行
长期培育的名品，核心是“整合
与开放”。2019年，光大银行全
行总动员，加大缴费服务接入
力度，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
计划，在夯实水、电、气、电话
费、有线电视、供暖费等基础公
共缴费服务的同时，快速提升
项目覆盖率，不断拓宽服务范

围，大力开拓行业市场，同时，
光大云缴费紧跟国家便民服务
战略，充分发挥机构优势，在项
目纵深上全面向省、市、县三级
拓展，新增项目中有60%为三、
四线城市项目。截至目前，光大
云缴费缴费服务已达17个大
类，220个小类。

据光大银行方面介绍，
2019年以来，光大银行进一步
加大了对云缴费业务的支持
力度，在光大集团与光大银行
信息化、数字化、生态化建设
的背景下，将总行“云缴费事
业中心”升格为“云生活事业
部”，全力构建起“金融+生活+
服务”的普惠便民生态系统。

同时，光大集团在科技创新层
面成立的光大云缴费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发挥光大银行云
生活事业部与光大云缴费科
技公司的“双平台”优势，二者
统筹配合，多点突破，全面发
力，做大市场，纵深推进光大
云缴费业务的快速发展。

下一步，光大云缴费将按
照“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解
难题”的总体要求和“敏捷、科
技、生态”战略布局，在实现缴
费服务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全
面做好便民缴费、居民生活、
企业生产、公共服务、普惠金
融等重点工作，加速光大云缴
费向光大云生活升级。

8月27日，中国民生银行成功达
成首笔5年期美元固定利率与人民币
浮动利率5Y LPR的货币掉期，以及
首笔1年期美元浮动利率和人民币浮
动利率1Y LPR双浮动利率的货币掉
期业务，该两笔业务均系银行间市场
同类型业务首单。

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完
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
制，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
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民生银行积极响应央行号
召，主动提升新形势下全行利率风险
管理水平，及时抢抓业务机遇，成功
达成上述两笔交易。

外汇货币掉期是一款外汇类衍生
交易产品，旨在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
险。该业务为交易双方在交易日约定汇
率、外币本金金额和人民币本金金额，

按照一定交换方式在期初期末交换本
金，存续期内则按照人民币与外币本金
规模及约定利率定期交换利息的产品。
一般企业在发行外债、获取美元贷款
时，均会通过外汇货币掉期同步规避汇
率和利率波动风险，在美联储降息背景
下，该项业务前景较为广阔，或将成为
新的代客业务发展引擎。

此次民生银行率先完成银行间
市场首笔长期美元利率与人民币
LPR以及双浮动利率货币掉期业务，
充分展现了在央行的政策指引下，该
行积极推陈出新，紧跟市场脉搏，敢
于创新的勇气与实力。民生银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继续积
极贯彻落实与LPR有关的监管要求，
充分发掘创新型产品对业务与风险
管理的支持作用，有力推进全行战略
转型与业务健康发展。

民生银行完成两笔银行间市场LPR首单业务

济南中行签约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合作银行
8月31日上午，中国(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启动建设
暨动员大会在高新区汉峪金谷举
行，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
林，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孙述涛
等主要领导出席活动并对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
进行揭牌。中国银行、浪潮集团、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等30余家金
融机构及企业受邀进行重点项目

签约。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
长兼济南分行行长仲维功应邀出
席签约仪式。

启动大会后，中国银行济南
分行作为唯一受邀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参加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济南片区新闻发布会。济南
分行丁瑞梁副行长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中国银行作为国际化、
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自身优

势与自贸区建设高度契合。在中
国银行总行、山东省分行的大力
支持下，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将紧
紧围绕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
的战略目标，紧抓自贸区发展机
遇，助力济南自贸区建设发展，推
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设立自贸
区专业服务机构，打造一支专业
队伍，将业务受理和金融服务前
移至自贸一线；二是在前期充分

储备大量项目的基础上，济南中
行已成功实现自贸区企业对公开
户、国际结算、普惠金融贷款及超
短期融资券等业务的首单落地，
为深化自贸区金融服务打下良好
开端；三是推出十大线上产品，从
移动开户、在线结算、在线保函、
单一窗口、跨境资金池到在线供
应链融资等产品，全面升级自贸
区金融服务，为自贸区客户提供

便捷高效及综合性的服务。
下一步，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将

以济南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
挥自身国际化和综合化优势，围绕
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海洋经济、医
疗康养、文化产业等领域，为区内企
业及周边区域企业提供融资、融智
支持，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为济南市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和实现高质量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齐鲁银行盘活爱心资源 为文明城市再添温度
今年5月份，齐鲁银行秉承

“市民银行”的责任，在行内网点
设立11家“爱心驿站”，为户外工
作者提供驻足、歇脚、补给的场
所，用关爱传递善意，用温情守护
幸福。近日，齐鲁银行充分盘活爱
心资源，11家爱心驿站的厕所全
部对公众开放，为文明城市再添

温度。
如厕问题看似小事，却是最

实在的民生。人流如织的城市和
街道，市民如厕难是摆在面前的
现实问题。齐鲁银行作为市民银
行，快速响应，首批免费厕所通过
11家爱心驿站先期开放，为出行
市民切实提供便利。

成立23年来，在充分发挥金
融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
时，齐鲁银行始终怀有感恩之心，
关注民生、热心公益，将践行社会
责任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企业文化
当中。为了给户外工作人员办实
事，提供贴心服务，齐鲁银行营业
网点开放专门区域，为他们配备

了微波炉、休息桌椅、微波炉、饮
水机、手机充电器、工具修理箱、
报刊书籍、应急药箱、提供免费
wifi等服务设施，做到“冷可取暖、
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伤可用药”，用爱心筑起温馨港
湾。

齐鲁情怀，社会温度。齐鲁银

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本
着更加包容的心态，树立“利人即
利己”的观念，持续推进爱心驿站
的扩充建设，并将同步开放更多
的厕所，让资源共享，为有需要的
人提供更多、更有温度的帮助，以
实际行动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
量。

好险！200多箱礼花炮
放景区民居卧室里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8月28日，
济南南山公安分局西营派出所、西
营街道办排查发现，一山区民房内
存有大量烟花爆竹，南山公安分局
迅速联合工商、消防等部门展开行
动，对223箱烟花爆竹进行查扣。

民警发现，该民房位于西营办
事处拔槊泉景区一半山腰处，有两
名老人长期在此居住。因附近有一
庙宇，经常有驴友、香客来此歇脚，
老两口于是购买了一批烟花爆竹
贩卖。后因南部山区实施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规定，老两口便将烟花爆
竹放其卧室内存放。

随后，南山公安联合工商、消
防等部门对所有烟花爆竹实施查
封扣押，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男子以订饭为由诈骗
警方寻找嫌疑人

骗骗钱钱男男子子 警警方方供供图图

4S店销售顾问网购来的假临时车牌。 记者 吴永功 摄

□生活日报记者 袁野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8月29日
8时，济南长清滨河华庭小区附近
一餐馆内发生一起诈骗案件，嫌
疑人以长期为工地订饭为由骗取
餐馆负责人信任，随后，嫌疑人以
需要打车取钱为由，向餐馆负责
人借款300元后离开。

办案民警调取了餐馆监控录
像，发现嫌疑人基本特征：男性，30
岁左右，济南本地口音，身材较胖，
身高约175cm，光头，作案时上身着
黑色短袖T恤，下身着蓝色裤子，
携带一深色斜挎包。请广大网友
和市民朋友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
线索。对提供有效破案线索者，公
安机关将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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