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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快捷、高效、准确的支付服务成为企
业与人民的基础需求之一。斗志昂扬的清算人用实际行动坚
守着初心与使命，为确保支付清算工作有序开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不忘初心
保障支付系统稳定运行

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作为我省现代化支付系统的
运维机构，通过清算人的不断努力，支付系统也不断地更新
发展。从手工计票到系统自动核对，从单一的电子联行系统

到如今包含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
算系统等多个系统的第二代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支付清算
的处理速度完成了从“天上三秒，地上三天”到“秒级响应，
实时入账”的华丽转变。越来越快的速度，是清算人越来越
细致地完成巡检维护工作；越来越稳定支付操作，是清算人
7×24小时耐心地值守。越是困难越向前，在疫情期间，全省
清算战线，特别是党员顶住压力，积极作为。在人民银行哈
尔滨中心支行清算中心、国库处、会计财务处、支付结算处、
事后监督处及营业部等部门与我省各商业银行清算战线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央行清算人确保专项资金通过绿色通道快

速拨付，社会资金流转及时到账，充分发挥了央行支付系统
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为支援湖北疫情及我省复工复产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牢记使命
开展多种支付业务服务于民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人民群众对支付的
要求越来越多元化。为此，清算总中心开发了如“手机号
码支付业务”“电证福费廷业务”等。在人民银行哈尔滨中
心支行的指导下，全省清算战线勇于承担责任，通过各类

宣传活动，贴近民众，在普及支付知识的同时，使用新的支
付手段，将支付形式推广开来。特别是深入农村贫困地
区，让支付的便利惠及更多的人，助力乡村扶贫工作，推动
经济发展。

为宣传普及支付清算知识，展现支付清算系统以及我省支
付清算战线工作人员的风采，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组织全
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本次《百年颂歌 清算人的初心与使
命》系列宣传，展现银行清算人在疫情期间践行初心使命，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不凡成绩。

（高铎）

颂歌一曲 唱出清算人的初心与使命

今天你退税了吗？2020年春，微信
群里、上班路上，大家讨论的话题除了
疫情以外，还增加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
缴申请退税。自2019年起，我国开始建
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2020年开始首个个人所得税汇算清
缴。为确保退税工作顺利进行，中国人
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主动作为，顶住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压力，依托人
民银行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确保纳税
人个税汇算清缴退税安全、高效、便捷
办理，保障纳税人充分享受个税改革政
策红利，把民生红利落到实处。2020
年，全省共办理个税退税 91.3万人次、
金额 4亿元，让纳税人有真金白银的获
得感。

每一笔个税退税都是一段为民服
务的感人故事，每一笔退税金额的及
时到账都依托了央行支付清算系

统。2020 年面对首次个税退税、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多重压力，央行
人凭借着尽职守责的专业人才队伍
和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顶住了压力，
顺利完成个税退税，黑龙江省个税退
税效率名列全国前茅。国库处负责
人刚刚做完肾结石手术，拖着十分虚
弱的身体毅然返回工作岗位。她主
动作为，率先在全国开启疫情拨款

“绿色通道”；她敢于担当，精准发力，
协同税务部门着力解决退库过程中
遇到的疑难问题。核算老大哥郭绍
波，2019 年末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
故，导致三根肋骨骨折，医生叮嘱他
千万不可走动，需在家静养。可是防
疫资金拨付在即，个税退税的“最后
一公里”需要去完成，郭绍波毅然决
然提前返回工作岗位，选择和他的

“战友”并肩战斗。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伤不算什么，我不能像医护人
员一样冲在前线，但是我要确保每笔
防疫应急资金及时拨付到位，纳税人
及时收到每笔退税”。许万征，科技
创新能手。创新开发了“电子退库信
息审核工具”，并在全国推广使用，实
现了以“机审”代替“人审”，办理效率
由过去每日 300 笔提高到 1.9 万笔。
国库处 90 后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还是
父母眼中的孩子，但是面对疫情和个
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双重压力，她们
没有退缩，她们服从大局安排，从未
有一天懈怠，始终履职尽责。

没有硝烟，亦是战场；没有答卷，亦
是考验；国库人，央行人，以默默坚守、
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借助
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将国家各类政策
的改革红利温暖每一个纳税人心。

（徐扬 张静刚）

白驹过隙，岁月流金。作为一名支
付清算战线工作者，近 10年间亲身经历
了支付清算系统由一代向二代的发展变
化，在积极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稳定运行、
提高社会资金流动性、高效服务社会群
众的过程中，深感支付清算系统作为重
要金融基础设施发挥的强大作用与建设
维护的困难。

中国支付清算系统诞生以来，伴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建设
的不断推进，经历了从手工联行、电子联
行到现代化支付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大
一统的联行清算体制到以央行为核心、
商业银行行内业务系统等多种支付清算
系统并存的跨越性发展。

手工联行，是新中国根据当时恢复
国民经济需要，最早设置的支付清算制
度安排。1949年 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
第一届全国会计会议上，决定采取“直接
往来、分行开户记账、集中清算调拨”的

办法建立全国统一的联行制度。在这一
基础上后续升级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三级
手工联行清算体制，这种“全国大联行”
往来制度较好地适应了当时以及后来相
当长一段时期的需要。

电子联行，是伴随着卫星通讯技术
发展而实现的规范业务标准。项目始于
80年代末期，完成于1995年5月，中国人
民银行组织实施电子联行“天地对接”工
程，切实提高了清算效率、减少在途资
金、减少对客户资金的挤占挪用。商
业银行加入电子联行后，行内系统高
于 50万元的大额汇划业务和银行间跨
系统高于 10万元的汇划业务资金在途
时间缩减为 2～3 天，资金清算效率大
幅提升。

现代化支付系统，是进入新千年后
为与国际接轨，更加有效地支持经济金
融改革和发展而建立的与国际标准统一
的现代化支付系统，由大小额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同城票据交换
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和境内外
币支付系统组成。2013年 10月，在中国
人民银行的不断完善下，建设成为支持
商业银行以法人为单位“一点接入、一点
清算”的第二代清算系统，资金实时清
算，安全、便捷、高效。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与改革，支付体系也已经形成以中央
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为核心、商业银行行
业系统为基础、相关社会化支付、清算系
统为补充的支付基础设施网络。其中，
中国人民银行建设并运行的现代化支
付系统，主要面向各商业银行提供服
务，是银行间支付清算的主渠道，成为
我国支付清算系统的中枢系统，是我国
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党的领导下将
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保驾
护航。

（许鑫 吕楠）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金融以及支
付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央行支付清算系统作为支付行业的基
石，也是全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不
断响应社会公众对异地跨行资金清算
的需求，实现了支付清算系统的跨越
式发展，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支持小
微企业和绿色发展、服务三农、促进国
民经济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央行支付清算系统从最初的手工记
账到电子联行，再到现在的第二代支付
系统，一直不断地向全社会提供快捷、高
效、安全的支付服务。大额支付系统实
现了异地跨行支付汇划实时到账，真正
做到资金零在途；小额支付系统7×24小
时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低成本、大业务量
和便利的支付清算服务，让老百姓一键
搞定公用事业方面的各项缴费；网上支
付跨行清算系统提供全天候免费网银转

账业务，有效支持电子商务发展。境内
外币支付系统满足了国内对多个币种支
付的需求，为国内银行提供实时全额外
币支付服务，是我国境内外币支付清算
的重要渠道。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清算服务，2019
年人民银行依托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推出手机号码支付业务，用户只需输入
手机号码即可完成转账。同时为了适应
经济发展和移动支付的发展趋势，人民
银行还先后推出电子信用证信息交换系
统、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跨行账户认
证、身份核查服务等新型支付业务，为全
社会提供权威、及时、丰富的数据分析和
信息服务。

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服务支持，而
支付一直是金融服务的触角，当前移动
支付已经深入农村的生产生活之中，在
农产品种植、乡村旅游、生活缴费、政策

直补等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人民银行支付系统
主动发挥社会资金“主动脉”作用，积极
支持县乡银行网点加入支付系统进行资
金清算，大幅提高了农村地区资金清算
效率，有效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支付系统及时采取
放开小额支付系统限额、开辟账户服务
和跨境支付服务“绿色通道”等举措，为
全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
持。

进入新时代，在党旗指引下，央行支
付清算系统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和社
会管理功能，为老百姓和企事业单位提
供了全方位的资金汇划金融服务，在服
务经济、服务社会和服务三农的公益性
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孙丽 宋镇贵）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砥砺前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葛登纳曾说“当你服务他人的时
候，人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龙江银
行塔河支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
务初心使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在
畅通社会资金流转，高效提供便民服
务，抗击疫情助力复工等方面积极努
力。

坚定不移的前行，开创支付清算
新局面。 1990 年 5 月 9 日，人民银行
清算总中心成立；2008 年建成境内外
币支付系统；2013 年第二代支付系统
正式上线运行；2019 年建成企业信息
联网核查系统，为取消企业银行账户
许可、优化企业账户服务、强化企业
账户监管等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30
年来，清算中心顺应时代发展，在改

革体制机制、探索市场化运营的过程
中不断取得新进步。正因为支付清
算系统的不断完善，业务的不断升
级，才有我们便民利民的今天，也正
因为在党的领导下，银行工作才能顺
利进行，更好地为大众服务，实现自
身价值。

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支付清算
新发展。“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这不仅仅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口
号，这同样是对支付清算的要求。

龙江银行塔河支行地处偏远县城，
依山而立，一年四季三季偏冷，不少中
老年客户热衷购买理财。看到冒着风
雨来询问理财的客户，每每遇到这种
情景，员工都会向其介绍手机银行，通
过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手把手指导
操作，目的是利用线上方便快捷的优
势，不用出门，在家操作，实时购买，遇

到疑问，支行同时提供了联系方式，可
随时致电，解答疑惑。2019 年的优化
企业账户服务，为前来办理账户的企
业提供了方便，缩短了账户开户时间，
避免企业客户因为时长问题阻碍开户
的脚步。

回归初心，书写支付清算新篇
章。每一个清算人，看到我国取得的
成就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不止一次的听到前来办理业务
的客户称赞现在支付方式的便利，也
常常能看到身边人熟练操作任一软
件达到支付目的的行为，这完全得益
于支付清算越来越人性化的发展。
我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个清算人一直
紧跟中国共产党的脚步，我们的清算
事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未来路
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徐梦莹 高铎）

让国家政策和改革红利温暖人心

支付清算系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砥砺奋进守初心央行支付谱新篇

龙江银行清算人开启支付清算新征程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的规定，

现对拟授予一级技术等级称号的运动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1年7月5日至7月13日。

具体名单如下：

冰 球：王美琪 梁溪芮 蒋希杰 付俊杰 付芮宁

杨婧镭 张钰琦

短道速滑：王其智 吴邦宇 王可芯 李姝妍 高 畅

陈心怡 国龙威 王千睿 马源阳 田一博

邹禄鹏 李 想 王贺蕾 张子赫 李 娜

张 硕 胡俊熙 郭遵宇 刘家宁 黄新元

李世文 李明炎 刘 汉 孙启涵 吴 帅

刘 畅 孙欣玥 单雨欣 张莉美 韩文斌

赫佳宜 王岩岩 康哲宁 张峻恺 宋佳美

孔伟琪 于洪洋 杨婧茹 任鸿林

花样滑冰：张可欣 张嘉轩

单板滑雪：高雪松

冬季两项：张 帅

高山滑雪：徐铭锐 吴 晗 高 莹 何昊东 蒋天鹏

兰嘉琦 高启盟 孙铭泽 窦悦文 史金洋

赵文旭 柳奕飞

乒 乓 球：陈景贤 孙思楠

速度滑冰：季勤博 闫 安 齐慧雨 房 悦 赵 旭

刘庆泽 杨 鑫 薛利辉 尹子鑫 孙明韬

杜予江 刘振鹏 王旭东 高莹莹 赵 泽

刘博超 于 浩 曲艳博 关煜暄

田 径：唐文轩 左思秋 冷文昊 徐 莹

越野滑雪：宋 洋

公示期内，如对上述公示事项持有异议，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可通过电话、书面形式向黑龙江省体育局反映。以单位名

义反映问题的，要提供加盖公章的文件举报材料；以个人名义

反映问题的，须实名提供书面举报材料。

举报电话：0451-58019720 0451-58019736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21年7月5日

黑龙江省体育局关于对拟授予
一级技术等级称号的运动员进行公示的通知

B7803储油加油设施建设安装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B7803储油加油设施

建设安装工程项目。2、招标人：中铁十
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B7803项目
部。3、建设地点：甲方指定。4、招标控
制价：530万元。5、招标范围：包括地下
储油罐、输油管线、控制系统等施工内
容，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6、计划

工期：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7、资格要
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石油化工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具
有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等，
其他内容详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及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1000
元/本。8、投标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 2021年 7月 12日 16时前（北京
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到哈尔滨市道
里区丽江路2474号4层进行报名。联系
人：武女士，电话：13351000923。电子邮
箱：ZX87696089@126.com。

北兴农场有限公司不断深化企业改
革运行机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在加强
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使得经济效益大幅度
提高。

这个农场有限公司压缩层级减员增

效，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稳步推进机
构人员改革。在机构重组上，把持“三精”
原则，对于职能重叠的部门进行精炼重
组、对于职能关联的部门进行精简合并、
对于职能无用的部门进行精减裁撤，自改

革以来精简机构68个，转岗分流人员263
人，平均每年可减少人员工资和经费支出
568万元；优化人员结构。在人员聘用上，
公正考察、公开竞聘、公平选拔，采取“三
公”原则，不限资历深浅，不限年龄大小，
不限岗位高低，通过层层选拔，竞聘上岗
岗位13个，组织选用岗位170个。

（张勇 朱玲）

近日，饶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一管理区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
筑牢党员干部、职工群众重视安全的防
线，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20 个“安全生产

月”，为营造“安全生产月”浓厚氛围，该农
场有限公司组建安全巡查小组，对各居民
组农具厂、晒场进行了全面检查，从源头
上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同时通过发送宣传资料和安全教育签
字的方式从安全生产、家庭安全常识、防

灾减灾、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等方面向辖
区内职工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安全知识，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杨琼 唐文龙）

北兴农场

精细管理压缩层级增效

饶河农场

组建安全小组筑牢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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