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调查

近日，广西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千名毕业生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开立多个农业银行的Ⅱ类、Ⅲ类电子账户。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
行组建专门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于16日问责了13名责任人。

银行未经授权何以能擅自开户？开户所用的户主个人信息从何得
来？擅自开户是何目的？户主是否会因此遭受损失？……新华社记者就
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走近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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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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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遗失声明
海南旭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万宁礼纪南排岭种养家庭农场
不慎遗失公章、经营者：周相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徐小云遗失海南永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永桥尚城项目5-303
住宅代收代缴收据一张，编号：
6033878，金额：9120 元，声明作
废。
●赖桂英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陵城镇旧学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0593
号，声明作废。
●王映稍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核发的海洋一级轮机长证书，证书
号码：460028197311148919，声
明作废。
●刘柏辰、刘志静遗失三亚凤凰水
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二组
团16#101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
号：1524940，金额：181568元，声
明作废。
●王朝光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C3#
1008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1351240，金额：43710元，声明作
废。

典 当

遗 失

● 袁 海 沁（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303310013）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73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 张 文 碧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2196211162455)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96的
会员入会约定书遗失，声明作废。
● 符 导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10918181X)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91的
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海南省畜牧业协会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珠支
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7502501，声明作废。
●东方市大田镇玉道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9077601，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厂房仓库出租、土地合作
儋州木棠和白马井两处厂房仓库

出租，占地分别为100亩、200亩，

厂内建筑约2万m2（含办公楼、宿

舍）。另有临高马袅、儋州王五镇农

业用地出租，电话：18689982157。

出 租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转 让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地区网络系统进

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ITV、上网、语音等

业务使用将受中断4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21年 12月 21日 02:00－06:00，对成信景苑ZTE-

OLT06、农垦华侨新村 ZTE-OLT06、农垦金山小区 ZTE-

OLT07、丽晶花园ZTE-OLT11、海口秀英ZTE-OLT23、比华

利山庄ZTE-OLT06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 12月 23日 02:00－06:00，对海口中山ZTE-

OLT16、海口热作两院 ZTE-OLT11、海口四季华庭 ZTE-

OLT08、海口城东ZTE-OLT09、海口城东ZTE-OLT11、海口

城东电石厂ZTE-OLT08、海口凤翔灵山ZTE-OLT07、海口凤

翔ZTE-OLT19、海口凤翔ZTE-OLT20、海口凤翔儒蓬ZTE-

OLT05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12月28日02:00－06:00，对海口金贸金贸局

传输机房 ZTE-OLT17、海口金贸金贸局传输机房 ZTE-

OLT16、海口金贸申亚大厦 ZTE-OLT11、海口金贸 ZTE-

OLT12、海口解放和平花苑ZTE-OLT05、海口新港椰城ZTE-

OLT06、海口解放 ZTE-OLT12、海口海甸金椰都 ZTE-

OLT06、海口海甸新世界ZTE-OLT05、海口美丽沙花园ZTE-

OLT06、海口海甸ZTE-OLT20、海口海甸海大蓬勃斋ZTE-

OLT04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21年12月29日02:00－06:00，对金海口海甸ZTE-

OLT21、海口海府ZTE-OLT26、海口海府ZTE-OLT27、海口

海府ZTE-OLT28、海口海府林苑ZTE-OLT03、海口千家村

ZTE-OLT13、海口白坡昌茂接入网ZTE-OLT01、海口白坡都

市森林ZTE-OLT11、海口明珠广场ZTE-OLT06、海口白坡南

希花苑ZTE-OLT12、海口白坡耀江花园ZTE-OLT09、海口白

坡ZTE-OLT25、海口白坡ZTE-OLT27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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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据新华社维也纳 12月 17日电
（记者于涛 付一鸣）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相关方17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结束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新
一轮谈判将在今年年底前启动。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谈判结束
后，欧盟、伊朗、中国、俄罗斯等方对
谈判结果评价积极，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等方则显露沮丧和悲观情
绪。各方对谈判结果的立场差距预
示着下一阶段谈判难度或将增大，但
坚持对话解决伊核问题的态度没有
发生改变。

中国谈判代表、中国常驻维也纳
联合国代表王群在会后对记者表示，
经过高强度密集谈判，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第七轮谈判达成重要共识，就核
领域问题形成新的共同文件，为推进

后续谈判进程、推动全面协议最终重
返正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期待各方
将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重要共识
早日转化为最终协议。

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在
会后对媒体说，重启谈判后各方与伊
朗新代表团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已经将伊方的一些新立场纳入仍将继
续讨论的案文中，希望案文能够成为
谈判成功的基础。伊核谈判是非常复
杂的任务，时间紧迫，各方必须做出艰
难的政治决定。

伊核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开始在
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
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
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谈判举行6轮
后暂停。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
11月29日在维也纳开始举行。

第七轮伊核谈判结束 各方反应不一

是否“就地过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精准防控不“一刀切”

近日，多地发出“就地过年”倡
议。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
锋表示，冬春季疫情防控要始终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着力在科学精准
上下功夫。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分区施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
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最大
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
示，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仍要严
格执行现行防控政策。对于高危人
群，比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倡
导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不必要
的聚集。现在处于疫情中高风险的
区域，口岸、边境等特殊区域要继续
保持相对严格的管控措施。

对于其他地区，梁万年表示，要
做好风险评估，综合考虑风险等级、
个人免疫状态、疫情形势提出有力度
又有温度的相关政策，要体现精准防
控的要求。

是否“就地过年”
不能“一刀切”A

国铁集团劳动和卫生部副主任伍
世平表示，据预测，明年铁路春运客流
量较2021年春运有较大增长，春运疫
情防控工作面临较大考验。

提供有利于疫情防控的运力条
件，严格落实乘车全流程站车防控措
施，规范旅客列车运行途中涉疫旅客
应急处置……伍世平表示，铁路部门
将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运组织工作，科
学精准、从严从紧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严防疫情通过铁路传播，努力为
广大旅客提供安全健康的出行环境。

对于飞机出行，中国民用航空局
飞行标准司司长韩光祖表示，民航局
将进一步优化运力安排，科学预测旅
客流向，有针对性地安排加班、包机、
临时航班，最大限度满足假日旅客出
行高峰期的航班运力需求。航空公
司要落实旅客登机前手部清洁消毒，
督促旅客在机上做好个人防护等防

控措施，机场有针对性地做好旅客宣
传引导，提醒旅客佩戴口罩，避免人
员聚集。

“今年‘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必须
高度重视，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
提示，个人外出和返乡时要做好个人
防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做
到应接尽接。

铁路民航多措并举保出行B

贺青华介绍，目前全国疫情形势
总体保持比较平稳，局部地区发生由
境外输入疫情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
情有的已经得到控制，有的正在控制
之中。

据介绍，截至目前，云南陇川疫情
已连续8天无新增病例，黑龙江哈尔
滨、齐齐哈尔已连续4天无新增病例。
内蒙古满洲里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进
入收尾阶段。浙江宁波、浙江杭州、上

海等地近日新增的散发病例均来自集
中隔离点，疫情风险逐步得到控制。

浙江绍兴疫情仍处于持续发展阶
段，主要集中在封控的管控区域，当地
仍存在后续传播的风险。陕西西安和
广东东莞两地疫情仍在继续发展，存
在进一步扩散可能。

“总体来看，近期国内的疫情仍然
呈局部散发和规模性聚集并存特征。”
贺青华表示，航空口岸和陆地口岸是

主要输入途径，主要由境外输入病例
和相关的物品、冷链食品引起。

贺青华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各
地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推
进核酸检测和流调溯源，加强隔离点
的管理和社区管控，加快排查高风险
人群和场所，确保各项措施及时落实
到位，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记者
徐鹏航 宋晨）

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比较平稳C

据新华社莫斯科 12月 18日电
（记者黄河）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发布
公告，宣布俄自当日起正式退出《开放
天空条约》。

公告说，俄方被迫退出《开放天空
条约》，美国应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单
方面破坏条约的真实目的是挑起“军
备竞赛”。

2020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
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
通报退约决定。同年11月，美国宣布
正式退出条约。今年1月15日，俄罗
斯决定开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
内程序。6月7日，俄总统普京签署退
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草案。

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12月17日，在英国伦敦，人们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英国政府17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3045

例，连续第三天创下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累计确诊11190354
例。当天英国新增死亡病例111例，累计147048例。 新华社/美联

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3045例

英国连续三天日增新冠病例数创纪录

焦点一：银行未经授权为
何能擅自开户？

据央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
通知》，单位代理个人开立银行账户的，
应提供单位证明材料、被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复印件或影印件。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Ⅱ类、Ⅲ类账
户以电子账户为主，可在银行网点和“掌
银”等电子渠道开立。Ⅱ类账户主要用
于消费和缴费，Ⅲ类账户类似“零钱包”，
Ⅱ类账户日累计限额1万元，Ⅲ类账户
日累计限额2000元。据记者了解，银行
批量开设Ⅱ类、Ⅲ类电子账户，需要工作
人员分别进行录入、复核、授权等程序。
在此事件中，3名涉事银行职员联合违规
操作，擅自开立账户。

基于查明的违规事实，按照《中国农
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农行广
西区分行对涉及管理、经营、操作层面的
13名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免去崇左
分行行长职务；给予时任崇左分行分管
副行长记过处分；给予时任崇左江州支
行行长降级处分；给予现任崇左江州支

行行长记过处分；给予时任崇左江州支
行分管副行长和行长助理撤职处分；给
予时任崇左江州支行营业室主任和内勤
行长留用察看处分；其余5人根据违规
情形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焦点二：涉事银行开户所
用个人信息从何而来？

记者从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了
解到，此次属擅自开设的Ⅱ类、Ⅲ类电子
账户共12536个，涉及学生1457名，全部
是2017年入学广西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以下简称“崇左幼专”）的学生。

崇左幼专校长韦国善告诉记者，学
校在2013年至2018年间与农业银行开
展代收学杂费、代发放奖助学金等方面
合作。在合作期间，学校在新生录取完
之后，会把身份证、个人姓名两项信息交
给银行，由银行录入系统用于开展业务。

“学校没有通过任何渠道违法违规
泄露学生个人信息。”韦国善说。这一说
法与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的初步调查
结果相符。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副行长胡

涌表示，经调查，中国农业银行崇左江州
支行的涉事工作人员，违规超范围使用
客户信息，为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2017级的学生统一开设了Ⅱ类、Ⅲ类
电子账户。

焦点三：银行工作人员擅
自开户是何目的？户主是否
会因此遭受损失？

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银行职员擅
自开户是为了冲高业绩。据崇左市公安
局城南派出所副所长韦绍烽介绍，警方
接到报案后，立即受理该案件并展开调
查工作，目前没有发现这些账户被用于
违法犯罪行为。

胡涌说，设立Ⅱ类、Ⅲ类电子账户是
为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均设有资
金使用限额，没有透支功能。这些账户
大部分未被激活，激活需要本人持身份
证到柜台或本人通过电子渠道进行操
作。目前没有发现存在资金被划转交易
或信用记录不良等风险。

据了解，由于Ⅱ类、Ⅲ类电子账户在
单个银行设有开立总数限制，被擅自开

立的未激活账户会影响客户按自己意愿
开立新账户，给客户带来不便。中国农
业银行广西区分行表示，已对未经客户
同意开立的Ⅱ类、Ⅲ类账户做了紧急销
户处理，恢复原状。

胡涌告诉记者，出现这种情况暴露
出几个漏洞：一是基层行合规意识淡薄，
忽视合规管理，违规超范围使用客户信
息；二是内部审核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
到位，岗位制约制度执行不到位，对有章
不循、违规操作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表示，将
认真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积极采取措施
加强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保障客户信息
安全的力度。持续强化全体员工合规意
识，在全行范围内认真开展举一反三教
育整改工作。进一步畅通客户投诉渠
道，强化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积极
主动响应客户诉求、回应社会关切。

崇左银保监分局表示，监管部门将
督促银行在已经问责相关责任人的基础
上，进行深入整改，完善体制机制，杜绝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充分保障客户权益。

（新华社南宁12月18日电 记者陈
一帆 陈露缘）

银行未经授权何以能擅自开户？开户所用的户主个人信息从何得来？……

四问广西某高校千余毕业生

元旦、春节临近，两节期间能否返乡？冬春季如何精准防控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就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新
华
社
发

12月18日，在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滑雪爱好者列队滑雪。
“滑雪起源地，雪舞通化城”。吉林省通化市是新中国滑雪运动的起点城

市之一，这座东北山城曾举办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诞生过新中国第一
位滑雪冠军单兆鉴，培养出中国首批冬奥选手朴东锡。有着63年历史的新中
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金厂滑雪场，就坐落于通化。

借助北京冬奥会的东风，这座老雪场“重装绽放”，在金厂滑雪场原址重建
改造的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于18日正式“开板”。 新华社发

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重装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