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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 明规矩 促发展
——扎 实 深 入 开 展 “ 两 学 一 做 ” 学 习 教 育
王光辉
员全覆盖，增强党员的看齐意识，把思想
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统一到学校改革

三、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推动工作
上台阶

发展的部署上来。
二、明规矩，突出纪律职责，合格党
员有标杆

学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重要思想，
组织师生进一步学习学校全面深化改革的有

准确把握“四讲四有 ( 讲政治、有信念， 关精神，直面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突出问题
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 导向，让改革在全校师生中形成共识，产生
有作为 )”的要求，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

动力。一是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以党员领

以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日常

导干部和党支部书记为骨干，先学先做，做

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坚持抓在平常、

出表率。党员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为学

融入经常。领导干部带头，以上率下、身

校的改革发展、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建言献

体力行、示范推动，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活动。 策。二是抓好经常，融入日常。学校《“十三五”
一是通过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了服务型党组

规划》已经校一届二次教代会审议通过，各

端正态度“学”，在“真”和“深”

织建设，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

项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 上下功夫。一是系统性。学原著、学习习

二是以提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抓手，大

建设、学生就业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攻

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项重要学习教育活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不蜻蜓点水、不

力提升党员的整体素质。党员领导干部和普

坚，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积极建言献策、

动，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

走马观花，学习内容不在多，关键是把学

通党员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细节做

踊跃探索，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举措。

习的内容悟透，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

起，坚持问题导向，不护短不回避问题，看

养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三是敢于担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针对性。在学

齐党章、对标党规，做合格党员。三是要对

当、重在实效。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中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习主体上，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

照党章党规和习总书记讲话，做到“两个责

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抓好学校改革任

按照党中央、省市部署要求，深入扎实开展

和学生党员，分类制定学习方案；在学习

任和担当”，教师党员端正了师德师风、教

务的落实中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主动为师生

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四

内容上，既要学原著经典、党章党规和总

书育人的作风态度，做教育事业忠诚实践者

服好务，营造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干事创业、

个意识”明显增强，切实增强。

书记讲话，也要学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部

的责任和担当 ; 学生党员端正了入党动机、

干好每一天、干好每件事的良好氛围。

署、贵州发展的战略规划、学校改革发展

成长立业的目标要求，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的重要决定。三是全面性。做到每一个党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责任和担当。

“两学一做”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2016 年 3 月以来，我校开展了“学党

一、学理论，突出真学深学，学习教育
见实效

党委办公室供稿

2016 年央行个人银行业务新规定
程逸涵
近年来，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屡上头

用于网络支付，只能开设一个。

户。同时要求，支付机构自 12 月 1 日起，

方式。

条热搜，造成种种不容小觑的恶果。日前，

个人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前已经开立

在为个人开立支付账户时，应当与个人签

央行发布新规，将从支付结算上入手，进一

的Ⅰ类户不受此次规定影响，仍然保持正

订协议，约定支付账户与支付账户、支付

超过 30 万元的，银行应当进行大额交易提醒，

步提升支付结算安全性，整治电信网络违法

常使用。新规发布起三个月内，同行取现、

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的日累计转账限额和

个人确认后方可转账。

犯罪。

转账等免收手续费。

笔数，超出限额和笔数的，不得再办理转

此次，央行发布的新规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新规主要涉及以下具体内容：

2. 向他人转账 24 小时后到账

6. 同一手机号对应同一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与联系电话号码一一对应。

4. 账户 6 个月内无活动将暂停使用

针对同一电话对应多个账户的情况，银行与

进行资金转账和赃款变现，新规明确，自

新规要求，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加强

支付机构需要与当事人进行确认。对于未成

12 月 1 日起，除向本人同行账户转账外，

账户交易活动监测，对开户之日起 6 个月

年人或老年人使用成年人预留手机号的情

个人通过自助柜员机转账的，发卡行在受

内无交易记录的账户，银行应当暂停其非

况，由当事人出具说明后可保持不变。这一

为，央行新规规定，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 理 24 小时后办理资金转账，个人在 24 小

柜面业务，支付机构应当暂停其所有业务，

规定主要是防止不法分子以同一手机号操纵

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已经开立Ⅰ类户的，不再

银行和支付机构向单位和个人重新核实身

多个银行账户。

1. 一个人在同家银行只能开一个 I 类
账户
为了有效遏制买卖账户和假冒开户的行

为最大限度阻断诈骗分子诱导受害人

账业务。

个人银行账户非柜面转账单日累计金额

时内可以向发卡行申请撤销转账。

新开Ⅰ类户，如果要再开新户，只能选择 Ⅱ

3. 支付宝、微信要限制转账笔数

份后，可以恢复其业务。

7. 买卖账户、假冒开户将面临严重处罚

类户或 Ⅲ类户。I 类户是全功能账户，使

新规对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机构

5. 个人网银转账超 30 万，需再次确认

根据新规，买卖账户、假冒开户的将面

用范围和金额不受限制，可办理转账、养老金、 的个人支付账户进行了约束。与对银行的

新规要求，除向本人同行账户转账外，

临严重处罚：5 年内停止其银行账户非柜面

公积金等各类业务；II 类户需与 I 类户绑定，

要求类似，自 12 月 1 日起，非银行支付机

银行为个人办理非柜面转账业务，单日累

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3 年内不得为其

资金来源于 I ，主要是办理存款、购买投资

构为个人开立支付账户的，同一个人在同

计金额超过 5 万元的，应当采用数字证书

新开立账户，将影响信用记录。

理财产品、消费缴费等业务；III 类户主要

一家支付机构只能开立一个全功能支付账

或者电子签名等安全可靠的支付指令验证

计划财务处供稿

关于寒假期间安全注意事项的温馨提示
亲爱的同学们：
本学期紧张又充实的的学习生活马上

1. 要注意交通安全，不乘坐不符合
安全要求的交通工具。

就结束了，同学们即将进入假期。寒假期

2. 春节回家途中，人流量大，往来

间同学们返家探亲、交往、旅游、社会实

人员复杂，不要轻信他人，将自己物品随

践等各种活动开始增多，但安全不能松懈。

意交他人看管。

为保证大家过一个愉快而又安全的假期，

三、在家时的注意事项

明网，不要沉溺网络，远离“黄赌毒”，

1. 要遵守当地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

自觉抵制各类有害信息、非法信息。

具体规定，不要为一时之兴，触犯法律法规。
2. 同学朋友相聚，要注意掌握分寸，
不酗酒，不赌博，以免发生意外。

3. 家在一个地方的同学最好同行，

3. 冬天天寒地冻，道路易滑，要特

学校保卫处特别提醒同学们注意以下几点： 尤其是女生，要结伴而行，以便遇事能互

别注意往来车辆，保证人身安全，防止发

一、离校注意事项
1. 离校前，请关闭宿舍水源、电源，
锁好宿舍前后门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

相照应。
4. 上下车应随时注意周围是否有易

生交通事故。
4. 冬天火灾多发，不仅要自己注意，

燃易爆危险品，若有发现要及时报告排查， 更要提醒亲朋好友注意防火安全。

以免发生火灾或贵重物品丢失等意外情况。 免发意外。

5. 出入影院、商场等公共场所，要

2. 离校前，请务必保证未随意更换宿

5. 往返途中，要特别注意防范诈骗

舍门锁，已更换的务必交本楼值班室一把

活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小利，致

钥匙，以便假期检修和突发事件的处理。

使财物被骗，尤其要注意个别人员利用学

6. 利用寒假找工作或打工的同学，不

生的同情心理编造各种理由，骗取钱财。

要亲信他人，防止被传销等非法组织利用。

3. 离校前，请记下班主任或辅导员老
师联系电话，以便紧急情况下方便联系。
4. 离校前，请务必将离校时间、离校
后去向、返家时间及时告知家长，以免家
人担心。
二、往返途中注意事项

6. 遇到冲突，要坚决依靠公安司法
机关解决问题，不要轻信他人妄言私了，
留下后患。
7. 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请及时
与家人或辅导员联系咨询，求得妥善方案。

随时注意防抢、防盗﹑防火﹑防事故，避
免意外伤害或财产损失。

7. 外出旅游观光或组织活动，最好
和正规有资质的组织机构一同出行。
8. 外出﹑探亲﹑访友和旅游时，请
勿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无照驾驶。
9. 注意网络安全，文明上网、上文

10. 要轻信或参与任何形式的非法活
动，积极参加健康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做移风易俗的典范，自觉维护大学生形象。
四、返校后注意事项
1. 返校后，请将所带钱物及时妥善存
放，避免发生意外，造成损失。
2. 请全面检查自己的各种电器、物品
性能是否完好，若有故障，及时修理更换，
避免危险事故发生。
3. 同学重逢相聚，要理性适度，切忌
狂欢大意，引发事端。
4. 未能按时返校的同学，请提前与辅
导员老师联系说明情况并请假。
望同学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平安回家和返校，度过一个健康、愉
快的新春佳节！预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取
得更大进步！
保卫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