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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冯浕）“喂，你
好，这里是成都市公安局反通
讯网络诈骗中心，我们发现你
刚才接到一个诈骗电话，所以
专门打电话提醒你千万不要相
信，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这是一通来自于号码为

“96086”的电话。6月 14日，天
府早报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获
悉，近期，在省通管局、省电信
公司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在省
反诈骗中心和21个市州反诈骗
中心统一开通96086反诈劝阻
专线。

据介绍，96086是我省防诈

劝阻服务热线，用于公安机关

反诈骗预警、劝阻。当公安机

关监测到疑似诈骗场景时，会

通过此服务热线第一时间向疑

似受骗用户进行预警和劝阻。

该服务热线的建立，为防范打

击通讯信息诈骗工作与通信用

户之间的保障沟通桥梁，它将

倾力服务于我省通信用户，提

供一个高效、安全的惠民服务。

96086 服务热线主要用于
主叫外呼。作为主叫时，由公
安机关通过96086热线对疑似
受骗用户进行预警、劝阻。当
96086外呼固定电话时，本地电
话显示“96086”，外地电话显示

“0+区号+96086”；当96086外呼

移动电话时，均统一显示“0+区

号+96086”。

作为被叫时，用户会听到

回拨音：“您好!您拨打的是四川

反诈骗劝阻专线电话，仅用于

公安机关反诈骗预警劝阻，不
支持接听功能，敬请谅解!四川

公安提醒您，不轻信、不乱点、
慎 汇 款 ，谨 防 电 信 网 络 诈
骗”。如果用户不小心被网络
通讯信息诈骗了，请立即按原
方式拨打“110”进行及时报案。

今年以来，四川打击防范
典型网络诈骗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打击成效方面，今年
1-5 月全省共破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 1166 起，同比去年增长
70.72%，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
1816 名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180.68%；预警管控成效方面，
全省公安机关依托“三方通
话”平台以及全省 930 省际电
信网省际出入口诈骗电话防
范系统对诈骗电话从信息流、
资金流等渠道进行了全面封
堵拦截。今年 1-5 月，全省共
拦截诈骗电话 34.7 万条，拨打
预警劝阻电话 2.97 万条，关停
涉案电话卡 75880 余张，止付
涉案资金 7.8 亿元是去年同期
的 4 倍，冻结被骗资金 9.67 亿
元是去年同期的14倍。

近日，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
首个小微金融品牌工作室在宜
宾市翠屏区支行正式挂牌成
立。这是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强化小微金融专营服务，进
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
业化水平，在小微企业密集区域
设立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咨
询等综合性服务的专业化团队。

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小微
金融品牌工作室拥有独立、完
善的办公场所，让小微企业客
户拥有良好的业务办理环境；
配备精英级客户经理，可以为
小微企业客户提供更加专业、
高效的金融服务；单列信贷额
度，让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不受

限制；贷款审查审批给予绿色
通道，让小微企业贷款速度更
快。据了解，仅本次挂牌的翠
屏区小微金融品牌工作室，服
务小微客户就近300余户，预计
年内还将新增60户。

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相关
负责人透露，打造小微金融品
牌工作室，是该行在践行普惠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又一次
创新，也是小微金融专业化经
营的有益探索。未来，邮储银
行四川省分行将把小微金融品
牌工作室建设成为小微金融业
务发展的“加速器”、小微金融
业务优秀人才培育的“孵化
器”、邮储银行形象提升的“推
进器” （沈婷婷）

“我们发现你刚才接到一个诈骗电话……”

为免被骗“96086”的电话要接听哦

重温红色记忆寻初心
社区领航研习班开课

早报讯（记者 赵霞）为充分发
挥党员骨干先锋作用，带动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建设，近日，由成都市
青羊区汪家拐街道少城社区主办
的领航研习班正式开课了。该研
习班是“鹤鸣满城 党群共创”少城
社区自组织培育项目之一，本次课
程在成都市党史教育基地——努
力餐开课，来自少城社区11名党员
和4名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研习班第一课以“重温红色记
忆，寻找你我初心”为主题，让学员
们在参访学习、互动交流中重温革
命记忆、缅怀先烈精神，回忆入党
初心、坚定奋斗信念，凝聚起携手
共建美好社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力量。

成都“客家乡愁记忆馆”开馆

早报讯（记者 赵霞）6月 14日
下午，国内首个同时将“客家文化”
与“熊猫文化”相融合的“客家乡愁
记忆馆 熊猫之家”在成都市成华
区白莲池街道正式开馆，并发布了
全国首个社区大熊猫IP形象——

“客家熊猫”。
“亻厓家 客家乡愁记忆馆”位于

白莲池街道，按照成华区“天府成
都 文旅成华”发展定位，融合客家
文化、熊猫文化于一体，致力于打
造成为社区文化展示厅和社区会
客厅。在传承与弘扬客家文化的
同时，通过丰富的活动提升居民参
与度，推进社区发展治理，提升居
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幸福指数。

据悉，客家乡愁记忆馆分别展
示了客家人的迁徙历史、客家人生
活习惯、客家舞龙文化以及客家居
民老物件。借助毗邻熊猫基地的独
特地理优势，该馆还增加了一个萌
趣的文化标签。将客家传统的阿
爸、阿妈与熊猫形象相融合，创作出
的憨态可掬的客家熊猫IP形象。

现场还举行了“客家社区70
年，我与祖国共频”的小小规划师
社区营造培训活动。

早报讯（记者王小瑾）6月
14日，成都交警向社会公布成都
市第八批“终生禁驾”机动车驾
驶人名单，在大力倡导全社会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也
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引以为
戒,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创安
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
通环境。

本次向社会公布的 97 名
“终生禁驾”人员名单中，因驾
驶机动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后
逃逸被“终生禁驾”74人，因饮
酒或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重大
交通事故被“终生禁驾”23人，
分别占此次公布“终生禁驾”人
员名单的76%和24%。

“酒后肇事”和“肇事逃逸”
这两种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
来极大威胁，自2013年以来，成
都市已有673人被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终生禁驾”。

其中，年龄最大的60岁、最
小 的 21 岁 ；男 性 93 人（占
95.88%）、女性4人（占4.12%）；
30岁以下（不含30岁）共32人
（占32.99%）、30至50岁（含30
岁 、不 含 50 岁）共 51 人（占
52.58%）、50岁以上（含50岁）的
14人（占14.43%）；20至30岁的
年龄段人数最多有32人。

成都交警已通过全国联网
计算机管理系统，将上述驾驶
人列入管理“黑名单”，实施动
态监管，一旦发现“终生禁驾”
人员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系统将会自动锁定不予办理。

成都交警公布
第八批终生禁驾名单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邮储银行四川省分行
设立小微金融品牌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