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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銀行泉州市中心支行文件

泉銀 〔2017〕 121号

特友美千宣侍貫初 《不宜流通人民市
須市》行立林准有美事項的通知

人民銀行各晏 (市 )支行,工商銀行、水立銀行、中国銀行、建

没銀行、米立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交通銀行、

郎政借昔銀行、平安銀行、光大銀行、準夏銀行、海峡像行、浦

友銀行、反 11銀行、首都銀行、反 11国 膵銀行、恒キ銀行、片友

銀行市坂分行,泉州銀行,省咲社泉州亦事炎,泉州水村商立銀行 ,

南安友南銀行泉州支行 :

現格《中国人民銀行福州中′む支行着友人民銀行意行美子宣

侍貫衛く不宜流通人民市 妖市〉行立林准有美事項的itl知 》(福銀

〔2017〕 224号 )着友分制 1,井提出以下要求,清一井貫御仇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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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銀行各去 (市 )支行、各銀行上金融机杓要釈扱釆

取各稗有数形式升展不宜流通人民市妖市林准培り1和 宣借,井格

林准作力 9月 含反仮貨市月宣借的重要内容。

二、人民銀行各■ (市 )支行、各銀行立金融机杓要カロ張培

り1宣借工作情況反映,双 9月 含起毎月至少報送一篤宣借、培〕

和少票清分交理没各准各情況等信息 (合 困片 ),井千 2017年

11月 10日 前格行立林准宣借和培切1恙体概況ミ辻立外国郎箱或

城市金融図椒送至我中′い文行 (貨 市金銀科 )。

附件:中 国人民像行福州中′む支行着友人民銀行恙行美子宣

佑貫御 《不宜流垣人民市 久市》行立林准有美事項的

ミ畑 福薇 〔2017〕 224号 )

′む支行

内部友送:院玉眈行く、昧末方副行く、 昧清輝副瀾研貝;亦公室、

貨市金薇科。

咲系人:林佳沐  琺系屯活:22148061 (共 FF 33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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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24日 中友中国人民銀行泉月ヽ市中′む文行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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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銀行福州中心支行文件

福薇 〔2017〕 224号

中国人民銀行福州中心支行鶉友人民銀行忌行

美子宣倍貫御 《不宜流通人民市 妖市》

行並林准有美事項的通知

人民銀行省内各市中心文行、橋州各晏 (市 、区)支行,工商銀

行、水上銀行、中国銀行、建波銀行、交通銀行省分行,工商銀

行、水上銀行省分行菅上部,米立銀行、米立侵行福州分行,中信

銀行、招商銀行、民生薇行、光大銀行、準反銀行、平安銀行、

浦友銀行、恒キ銀行、声友銀行、渤海銀行福州分行,郎催銀行

福建省分行、福州市分行,福建海峡銀行,夏「1国 粽銀行、反11銀

行、泉州銀行、浙江稲州南上銀行福州分行,集友銀行、恒生銀

行福州分行,福建省水村信用瑛社、活州水村商立銀行,石御水商

銀行福州支行,稲清た通東南銀行福州分行 :

力微好 《不宜流通人民市 妖市》行立株准 (以 下筒称 “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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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営借貫物工作,現格 《中国人民微行美子宣借賃物<不宜

流愛人民市 妖市〉行止林准有美事項的通知》 (像友120171182

号)著友給剣 1,井提出以下要求,清一井貫和仇行.

一、升晨培ツ|

各敦人民銀行わ銀行上金融机杓要釆取各群有敷形式,対部

11負 責人、上弁主管わ立多関rISI人員升晨行上祢准和現金流通立

奔知沢培〕|,井作力今后現金八立人員和管理人員泣知泣会力況

的重点培illl内 容,在実脈工作中唸ヒ熟妹掌握不宜流通人民市妖市

粽准,境保不対外支付不宜流逍人民市妖市。集中培サ|工作皮子

今年 9月 庶前完成,培サ1情滉要留存資料各査.

二、升展宣侍

(一 )宣侍形式和場所。各坂人民銀行要象鉄格内銀行上金

融机杓釆取自主宣侍的形式升晨面向社会公A的宣侍,以菅立場

所、「1カ 円培、徹催等力主要場所和載体,井策合社区宣借利タ

外宣侍,提商社会公A萩悉相美畑惧的参与度和便dll皮。

(二 )宣借内容わ方式。在内容上,皮包括中国人民銀行美

子不宣流通人民市管理政策和株准的簡要内容,要尽可能微至1通

俗易性,易 千接受。在方式上,立通辻菅立場所公示林准祥市、

友放宣侍折更和通ミ11タ ロ輩、薇信推送或幡放屯子目文材料、

音像祝頻資料等方式升晨.

く三)宣侍叶口.宣告活動嵐千今年 8月 底升始,2017年度

的主要宣侍活勁子 12月 31口 錯東。林准要作力今后人民市流通

和反候貨中知沢宣侍的重要内容.

(四 )営借材料.本次林准営侍材料以宣侍折更、屯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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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像祝頻資料力主.我行格銃―没汁魂定宣侍材料内容和祥

式,各金融机胸接要求印制、制作井牙晨宣借,宣侍材料要各足

井及叶オト充。在宣侍析更的印刷及配各数量方面,毎企銀行上金

融机杓菅上国点泣配各不少子1000含的宣侍折更。在電子四文

材料和音像視頻資料制作方面,屯子目文材料庄不少千我行机定

的坑一内容,音像視頻資料由各銀行上金融机杓自行制作。

(五 )工作要求。宣侍期lFl,各銀行上金融机杓要在菅立大

斤ユ着位畳標放宣侍折更;接規定撲放林准祥市,提供吝均;音

像視頻材料、電子目文要通辻11カ 回斗、菅上場所向社会/AkA播

放,有条件的机杓可通辻屯視合及各美片坊、百貨、
/・L市的大型

公共LEDユ 示屏播放宣侍音像祝叛.

二、栓測浚各わ清分参数

(― )各鉄人民銀行要配各光密度供 (不少子 1合 ),根据

工作需要酌情配各弯曲挺皮測武供。各像行立金融机杓根#実豚

情況自行配各相泣奨各,及叶備逃符合粽准的帯市.

(二 )在規定けlFl肉 完成清分史理悛各的峡件升吸及清分参

数鯛値調整,魂保丸金吹付接照林准対口先券邊行清分.

四、人民銀行各市中|む実行、福州各晏 (市 、区)文行、

各銀行上金融机油庄千2017年 11月 15日 前,格行上林准宣侍

わ培ッl情光以日文形式壇辻上券国岬箱或城市金融日損送盆行

貨市金銀炎.

瑛系人及駄系屯活:徐喜君 0591-8801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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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 国人民銀行美子宣借貫徊く不宜流通人民市 抵市〉

行立棒准有美事項的通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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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2017〕 102■

中国人民銀行美干宣侍貫御 《不宜流通

人民市 紙市》行上林准有美事項的通知

中国人民銀行上澤患椰ぅ多分行、■■管理書,各省会 (古膚 )

城市中やえ術,謙‖市中心実行;国家弄農報行,各政策性餞術 .

各国有冑上銀行。量含劇育上饉行,中国椰政備■慢術 :

力規疱不宣洩■人民市妖市口攻工作,人民銀行戯市7C不

営沈二人民晴 餞市ル術ユ林准 《見燎麦 〔2017〕 120■文.以下

価称棒ゆλ春唸釆用環境.量化方式,明哺規定了不宣滝遺人民

市槙合,界定了各奥残根人R中崎紅.力 了麟 準空侍贅佃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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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現戯有美事項遍知力下:

―、日褥任

"通辻有序矛晨粽准宦侍賃御工作,使人民犠行各敏れ掏.像

行JL金融机構貸市渋行わ現全ユ券嵐位工作人員准■拿極粽准内

忠,規疱不宣滝通人民市鋲千口牧和舗段JL多沈程,使社会公食

性り方使地了解不宣範二人罠市的常理政燎。自党彙や合法枚益。

■せ各方共同多力,不断長島洗遺中人民市整結度水子.

二.具体構施

(― )升晨培り|工作.

焙制対象力人民儀行各敏机掏も任行上金徹机胸貨軍友行わ

現全彙井出住工作人員.培‖内暮力株准的主要内暮、立月要求

等.培〕1乗取拳か培劇表.宣耕会,研‖会等多群形式,分工食

責=理象培刊.人民儀行分支机掏負女格区内人民儀行ホ級わ下

縦机掏、観行此金融机杓的培洲工作.銀行士金融机掏負貴配合

同敏人民儀行分支机詢単象培切工作.焙刊工作庄在 2017年 9

月底前完成.

(二 )チ晨宣脅工作.

直特対象力社会公A.宝竹場所虚以螢術ユ金融れ胸管豊場

所。「1声 阿培力主,兼願其他通
=対

社会公余邊行政策立緋的場

所。営侍歯暮力人民銀行美子不主洸鍵人民市的管理政策以及棒

准的簡要肉暮.宣侍方式力在銀行土金融机構菅立場所公示林准

票祥,薇難或友故餞演目文資料,幡裁會像資料.在人民銀行分



夫れ胸、銀行土金融れ槽日″目帖友市亀子田文資料,會像資料。

人民銀行分支机約根据構区実澪情九饉駅宣侍工作,弄鈴叶日不

得退子2017キ 8月庫。人民儀行省会 (首膚)戦市中心え行以

上分支机梅、渾川市中,む実行可以根怪格区美藤愉況由行安書ll

作藪鷲口文贅♯中
=像

資料。

(二 )牙晨砂暴央理投各清分事彙位■■工作.

人民銀行.餞行ユ会議机胸笈対配各的炒黒炎理悛各接熙椿

准鷲整清分

'■

位。人民銀行在用サ締 分売理性各的軟件升敏

及清分歩薇

“

値憫義工作由二術婉―象鋏升晨,人民儀術分だ机

掏壼在2017年 10月巖甘究成。銀行土金融机掏自行組叡在用砂

暴清分受理性各的軟件升餞及清分歩教目位欄姜工作,歩敏憫曇

工作嵐在 201フ 年 11月 属首完成。

(口 )升晨監督楡壷工作.

―た 2017年 12月 人民燿行蔵行格対棒準富仕賃掏工作汗晨

菫督橙査。楡査肉暮力粽準培‖。営告和サ軍え軍tit各清分滲象

値欄盤工作情現.二是自2013年 1月 1日 た,餞術土金凛机胸

在魂全戦付豊各中必須崚照粽拿対口芝券せ行清分,不鮮向社会

公A支付不宣流通銀軍1人民銀行格通辻現場楡生。4卜現講楡金

等多絆力夫邊行主督楡査。

三、保障措饉

(´ )勁二橙J載各.

粽准,及的栓測政各有■■:一是光密度供,二員f由侵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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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武供`人民銀行地市中心支イテ以上分支机綺均庄配各光密度供,

配各数量由人民銀行省会 (首府)城市中̀
む史行以上分文机詢、

環判市中̀
む
支行碗定。有曲僕崚灘凛供的屁二由人民銀行省慰 昔

府)城市中′む支行以上分丈机構.源増市中心支行■定。栓淵rit

i的カユ直接照人民銀行日え贅声胸買規定力理.領行上金融机

構自行決定員否配各性測役各.

(二 》競 ‖作粽准黒洋。

椿准累帯見体現勝業事項槽棒的実犠梓本。粽準栞梓凛周上

由人民慣行分支机構,儀行上金融机杓根督椿准規定八日楚券中

自行備違,青 行保管
`

日、其他要求

(´ 〕棒堆中・ ■嗽"指粽力推春性指粽,不餞嘱劇要求.

除・準軟'精棒外`典他指棒必頻子以執行。

(■ )C不
=流

通人民市洗al粽准》(儀皮 〔2003〕 226,文

印表)美子餞軍出規定千2010年 1月 1口 廣止.

秋系人及屯僣:フエ菫 01←
`619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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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貴轟 赤公F,安全局.

中四人民銀行か公層 2017年 7月 3:日 印賞



内部友送: 単猥行

`,工
会工作委員会周恵軟主任,外公室,貨

“

全

彙丈.

中国人民銀行福州中心支行が公室     2017年 8月 18日 Fp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