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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编号：GZ2022214

赛项名称：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赛项组别：高职

赛项归属产业：现代服务业

银行业务综合技能竞赛，以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 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 》等重

要文件精神为宗旨,深化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精准把握零零后学生

学习习惯，紧扣数字化时代职业院校的教学要求，理论融于实践，加

强信息化手段和计算机虚拟仿真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进金融专业

群“教、学、考、做、赛”五位一体的教学改革，推进金融职业教育

“工学结合、学做合一”，持续提高金融职业教育的质量，促进金融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技能竞赛引领专业群建设及课程改革

的重要作用，适应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和数字化改革，对接金融行业

企业业务改革与创新需求，继续加强工匠精神培养，激发金融企业参

与金融专业群教学改革的积极性，联动学校、行业和企业间的信息交

流，增强学生的新金融认知，巩固和深化学生业务操作方法，提高金

融专业群学生金融业务综合技能，全面提升高职金融职业人才实践操

作能力，增强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竞赛为教师的教学成果提供

展示平台，为全国金融群师生提供交流平台，也起到检验高职金融群

教学改革成果的作用，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职业教育水平，为数字普

惠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金融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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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及比赛操作的要求，本年度河北省“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竞赛项目有所调整。竞赛内容如下：

1.大堂经理岗：考核选手对银行大堂经理岗业务处理流程及规范

的掌握情况，包括客户引导与分流、客户问询处理、单据填写、假币

鉴别，残/污损币的兑换、异议及投诉处理、签名与盖章、营销转介

等。

2.综合柜员岗：考核选手对银行柜员岗业务处理流程及规范的掌

握情况，包括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公司业务、支付结算业务等。

3.客户经理岗位：考核选手对信贷专员岗业务处理能力，包括信

贷客户信息导入、信贷客户分析、客户授信、业务受理等。

4.理财经理岗位：考核选手对理财经理岗业务处理能力，包括完

成理财客户信息管理、客户财务状况分析与研判、综合理财规划方案

设计。

1.大数据金融：考核选手金融大数据分析能力、金融大数据处 理

能力和金融大数据应用能力等。

2.量化金融：考核选手量化金融交易算法设计能力、分析能力、

验证量化交易结果和调整参数设计的综合能力。

3.区块链金融应用竞赛

区块链金融应用竞赛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工作岗位设计竞赛任务，

以团队分工协作方式完成，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区块链金融应用场景

设计、风险分析与评估、区块链创新应用、区块链金融应用项目审计、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业务等方面专业技能掌握情况。本竞赛环节要求参

赛选手分别担任团队不同角色。主要任务独立完成，涉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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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等操作需要团队成员协作共同完成。重点考核参赛选手区块链金

融新兴行业个人专业技能，同时考核参赛团队的协作配合能力。

银行核心

业务岗

位操作

大堂经理岗

综合柜员岗
客户经理岗
理财经理岗

800 分（每个

岗位 200 分）
4 人分岗

位 完成

2 小时

数字金融

业务操作

大数据金融
160 分（每人
每项 40 分）

4 人独立

完 成

0.5 小时

量化金融
160 分（每人

每项 40 分）

区块链金融应用 480 分
4 人合作
完 成

2

本赛项为团体赛，每所院校限报2队，每队4名选手，需为同校在

籍学生，性别和年级不限，每队不超过2名指导教师。

银行核心业务岗位操作赛项由每支参赛队4名选手分别担任大堂

经理、综合柜员、客户经理、理财经理业务角色，分工协作完成竞赛

任务。“数字金融业务操作”项目中“大数据金融”与“量化金融”

均由每支参赛队4名选手独立完成，“区块链金融应用”竞赛由每支

参赛队4名参赛选手团队协作方式完成。

第一天

14:00-15:00 领队及指导老师参加赛务会议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会议室/线上竞赛

环境

15:10-17:10 设备测试与流程模拟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各参赛校竞赛场

地/线上竞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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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8:00-8:30 设备就位、检录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8:30-8:50 发放竞赛账号（银行岗位） 裁判、工作人员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9:00-9:20 开幕式

9:20-11:20
“银行核心业务岗位操作”竞赛

（综合柜员岗、信贷专员岗、客

户经理岗、理财经理岗）

参赛选手、裁判、工

作人员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11:20-13:30 午 休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13:30-14:00 设备就位、检录 各参赛队、工作人员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14:00-14:20 发放竞赛账号（数字金融） 裁判、工作人员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14:30-17:10
“数字金融业务操作”竞赛

（大数据金融、量化金融模块、

区块链金融应用模块）

参赛选手、裁判、工

作人员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17:20-18:00 汇总成绩 裁判
竞赛场地/线上竞

赛环境

19:00-19:30 闭幕式

样题如下：

两个客户一起进入厅堂，一个存款 1 万，一个存款

6.85 万，大堂经理根据厅堂客流情况及业务情况完成引导分流。

客户提出质询问题，询问存款 68500 元需要带身份证

吗？ 根据你所掌握的知识完成接待处理。

客户来网点办理个人开户业务。根据客户提出的需要

办理的具体业务，选择合适的单据进行正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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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来网点办理个人开户业务，根据客户的具体业务

描述， 选择合适的单据、证件、介质及其他需提交的材料。

客户来网点办理个人现金存款业务，收取的客户残损

币与污损币的现金，根据你的学习进行金额兑换。

柜员办理现金存款时收取到 3 张疑似假币币，根据你

的学习进行真假币的鉴别。

正值中午休息时间，柜口减少，客户前面只有4 人，

但是有人插队，于是客户在现场与插队的人吵起来了，作为大堂经理

请你妥善处理。

客户填写单据后未签字给大堂经理审查，作为大堂经

理， 你能否正确引导客户签名。

客户办理完成大额存款业务后，如何根据客户的实际

情况进行营销转介。

市人民法院两名工作人员来我行办理有权机关查冻扣，

大堂经理该如何提前预处理。

当客户排队过久时，出现焦急、不耐烦的心态，厅堂

人员合理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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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出车祸，在家休养无法来网点办理业务，根据客

户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情况，提供便利的上门服务。

根据厅堂服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如停电、

火灾、抢劫，提供正确的应急预案。

当遇到聋哑人或者外籍人士时，会使用正确的简单对

话和识别手语动作意义。

当遇到客户要求你代为操作某项业务时，能够正确判

断该业务可否代理并妥善处理

当遇到不明客户神情怪异，举止不当，疑似伪冒办理

业务，能否快速识别并妥善解决。

2020 年 10 月 15 日，机构、柜员开工，批量领入重

要凭证后，再领入现金 60000 元，最后领入储蓄存折 10 张。

1.批量领取“储蓄存折、定期一本通、储蓄存单、信合借记 IC

卡、 印鉴卡”各 20 张（份），领取“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各 5

本，每 本 25 张，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 5 张；

2.对方柜员号： 111654；

3.最后领取的储蓄存折起始号码： 0000000003487121；

4.主管授权员号： 143276；

密码： 12345654。



17

客户唐卓义先生前来要求从名下借记卡转账 4.5 万元

开立一年期定期存单，本息转存，并设定查询密码。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唐卓义；

（2）身份证号码： 120105197806065337；

（3）民族： 汉族；

（4）身份证地址： 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麻坨村北 85 号；

（5）身份证发证机关： 天津市公安局岳龙分局；

（6）证件有效期： 20150602-20350602；

（7）联系方式： 13516250187。

2.客户借记卡号（本行） ：6217790001100215438。

3.客户新开存单凭证号码： 0000000020218601。

客户孔海柔女士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存折以及现金（

公司所发奖金） 前来我行，要求将现金 6.85 万元存入名下存折。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孔海柔；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320107199305198789；

（4）联系方式： 13815418741。 2.客户账号：

81000000000348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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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瑗女士前来我行代替客户关俪英女士转账给周佑京

先生 705 元，并要求实时到账。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关俪英；

（2）证件类型： 身份证；

（3）证件号码： 120223199211083965；

（4）联系电话： 13516210960。 2.代理人相关信息如下：

（1）身份证号码： 120223198103232922；

（2）联系方式： 15487032199。

3.周佑京卡号： 6217790001096501982（有实体卡） 。

4.客户关俪英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7。

施博康先生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前来我行要求将本人银

行卡内余额的 60％转存为定期，存期一年，本金转存，到期利息转

入本人银行卡，摘要为日常业务。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身份证号码： 320107199305198799；

（2）联系方式： 13750384699。

2.卡号： 6217790001100200246。

3.卡内余额： 184000.00。

某工业国有企业职员唐卓义先生此前已在我行开立过

借记 卡一张，由于唐先生忘记借记卡支取密码，现前来我行进行密码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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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唐卓义；

（2）身份证号码： 120105197806065337；

（3）联系方式： 13516250187。

2.客户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8。

由于孔海柔女士不慎将存折遗失，其丈夫何铭携带妻

子身份证以及本人有效证件，前来我行代妻子办理书面介质挂失业

务。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孔海柔；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320107199305198789；

（4）联系方式： 13815418741。

2.何铭相关信息如下：

（1）证件类型： 临时身份证；

（2）证件号码： 320107199103275553；

（3）联系方式： 15015702135。

3.客户账号： 810000000003487104。

唐卓义先生携带本人存单前来我行，决定从存单提前

支取 1.57 万元，并转入客户名下的借记卡中（无实体卡）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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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姓名： 唐卓义；

（2）身份证号码： 120105197806065337；

（3）联系方式： 13516250187。

2.客户存单账号： 810000000020218601。

3.客户存折余额： 45000.00。

4.客户借记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8。

5.客户新存单凭证号码： 0000000020218602。

6.摘要默认为日常业务。

沈昌磊先生此前在我行开立过金额为 1.7 万元整的 3

个月 定期存单，现携带本人身份证、存单以及银行卡前来我行将此

存单账 户销户，并将销户金额转入本人名下银行卡中。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沈昌磊；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50105199202148217；

（4）联系方式： 15043188026。

2.客户存单账号： 810000000020217712。

3.客户银行卡号： 621779000110021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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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翁广涉及法律纠纷，模拟市人民法院对其账户进

行扣划，扣划通知书内容如下：

模拟市人民法院

协 助 扣 划 存 款 通 知 书

（2020） 黔 0245 执 855 号

鹏睿银行：

根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 黔 9 执 9 号执行裁定书，

请 协助执行 下 列事项 ：将被执行人 翁广（ 身份证 号码 ：

522727197710205774） 2419040001020103979865_1 账号内的存款人

民币 30000.00 元，扣划至我院执行款专户。

附：（2020） 黔 9 执 9 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款专户信息：

账户名称： 模拟市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 模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支行

账号： 6255101270000000137

开户行号： 403703066604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 日 模拟市人民法院（院印）

联系人： 冯和

联系电话： 13688796547

1.我行为鹏睿银行深圳市南山支行。

2.本题应先将款项扣划至“其他应付款”账户，再汇至收款人账

号。

3.扣划使用“其他凭证”，凭证号码： 0000000015119。

4.其他应付款账号： 2200001224199990004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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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执行人一相关信息：

（1）姓名： 冯和；

（2）工作证号码： 3070001；

（3）联系方式： 13688796547。

6.执行人二相关信息：

（1）姓名： 王红；

（2）工作证号码： 3307750。

7.授权账号： 143276；

授权密码： 12345654。

8.不收取手续费。

9.转账方式与汇款级别默认为普通。

天津市云道有限公司是一家电子设备、机械零部件制

造加工的企业，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18 日，注册资金 1800 万元。

2020 年 6 月 13 日，因业务发展该公司财务人员到我行申请开立基

本存款账户，并通过柜面对账。

1.企业相关信息如下：

（1）行业类别： 制造业 ；

（2）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规模： 中型企业；

（4）纳税人类型： 一般纳税人（非同业）；

（5）营业期限： 30 年；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3589780301C；

（7）邮编： 300000；

（8）注册地址： 天津市静海县沿庄镇西禅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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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柳江路东侧恒盛大厦 1-803；

（10） 经营范围： 电子设备、机械零部件制造加工。

2.法人相关信息如下：

（1）法人： 郎杰盛；

（2）性别： 男；

（3）民族： 汉族；

（4）身份证号码： 120102197909106673；

（5）证件有效期： 20200829；

（6）法人电话： 18976656532；

（7）办公室电话： 022-83750137。

3.财务人员信息如下：

（1）姓名： 钱贞嫣；

（2）性别： 女；

（3）民族： 汉；

（4）身份证： 120223197904141686；

（5）证件到期 日：20221105；

（6）财务人员电话： 15940246570。 4.基本户为活期计息不通

存通兑账户。

2020 年 3 月 29 日，上海通海林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

携带 相关材料以及转账支票到银行办理单位定期存款业务，将基本户

中的 95.18 万元转为一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并选择不转存，开立为

单户定 期存款账户，且通过柜面对账。

1.统一信用代码： 91310202466421654T。

2.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07053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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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摘要默认为日常业务。

4.支票号码： 3140522000353206。

5.开户介质号码： 0000000055660001。

天津维宜科技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我行开立基本存款账

户： 820000000008021593。2020 年 8 月 21 日，该公司财务人员持

转账支 票前来要求将基本户中 67.28 万元转款至在我行客户天津市

云道有 限公司，并要求普通到账。

1.天津市云道有限公司基本户： 820000000024031681。

2.支票号码： 3140522000454601。

3.财务人员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赵岳；

（2）性别： 男；

（3）民族： 汉族；

（4）身份证： 120112197606117933；

（5）财务人员电话： 13720682340。

4.用途： 付办公电脑尾款。

天津市云道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钱贞嫣女士前来我行，

以现 金购买转账支票一本。

1.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024031681。

2.转账支票起始号码： 314052200051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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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1 日，我行从天津市云道有限公司采购

一批 电子设备，为保证设备质量，现需该公司开立活期保证金账户。

该公司财务人员携带营业执照到柜台办理活期保证金开户业务，双方

协定利率按 1％计算，利息转入该公司在我行开立的基本户。

1.企业营业执照号： 91120223589780301C；

2.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024031681；

3.摘要： 天津市云道有限公司缴纳保证金；

4.已通过柜面对账；

5.浮动值请保留至小数点后六位。

关俪英女士前来我行要求办理电费签约。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关俪英；

（2）证件类型： 身份证；

（3）证件号码： 120223199211083965；

（4）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正和公寓4 号楼 502 室；

（5）联系电话： 13516210960。

2.客户提供电表号码： 0622039504140283。

3.客户借记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7。

2020 年 5 月 8 日，我网点客户天津美度科技有限公

司财 务人员秦灵持当日签发的转账支票前来本网点，要求将该公司账

户下 68348 元普通划转至户名为刘震的账户，刘先生账户为鹏睿银

行江苏 省南京市玄武支行开立。我行免收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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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账支票号码： 3140522000353705。

2.我网点为鹏睿银行深圳市南山支行。

3.天津美度科技有限公司账号： 2461010001201100005379。

4.刘震账户信息如下：

（1）磁条借记卡号： 623603770000005680；

（2）无实体卡。

5.授权号码： 143276；

授权密码： 12345654。

天津维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持企业相关资料以及

法人 借记卡前来要求注销基本户，并保留一张号码最小的支票将销户

金额 全部转入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有实体卡） 。

1.法人代表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严翰巍；

（2）身份证： 120107198211036876；

（3）联系方式： 18034510281；

（4）账号： 6217790001134046801。

2.财务人员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赵岳；

（2）身份证： 120112197606117933；

（3）联系方式： 13720682340。

3.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008021593。

4.客户剩余转账支票如下：

起始号码： 314052200045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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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号码： 3140522000454625。

客户刘咏此前已在我行开立借记卡，现携本人相关证

件前 来要求开通手机银行。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刘咏；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身份证号码： 310108199010137740；

（4）移动号码： 13850134686；

（5）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张衡路 666 号 1 号楼 702 室。

2.客户借记卡： 6217790001100215439。

3.授权号码： 143276；

授权密码： 12345654。

邱曼婉女士代其丈夫唐卓义为新开立的银行卡账号办

理短 信签约业务，签约号码为唐先生本人手机号码，要求全天发送

短信。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唐卓义；

（2）身份证号码： 120105197806065337；

（3）联系方式： 13516250187；

2.客户新开银行卡账号： 6217790001100212267；

3.经办人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邱曼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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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份证号码： 120221198408166963；

（3）联系方式： 18850348910。

2020 年 10 月 16 日，客户梁弈威先生前来我行柜台

办理 现金预约业务，要求次日取款 30 万元，用途为购车。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梁弈威；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20112199403272714；

（4）手机号码： 13733413251；

2.客户账号： 6217790001100216813。

天津市云道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前来我行将 日常业

务款 386.17 万元存入公司基本户中。

1.财务人员信息

（1）姓名： 钱贞嫣；

（2）身份证： 120223197904141686；

（3）联系电话： 15940246570；

2.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024031681。

客户葛彤女士在一家私营旅社担任导游一职，由于工

作需 求更换了手机号码，现前来我行维护个人信息。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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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姓名： 葛彤；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350212199406044966；

（4）发证机关： 厦门市公安局；

（5）证件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1036 号十楼 D59；

2.更换后手机号码： 13459475158。

2020 年 5 月 12 日，教师关俪英首次来银行办理个人

开卡 业务，银行卡需要设置查询密码，同时从户名为周佑京的卡中

转出 61520 元作为开户资金。

我行柜员在核实客户个人信息无误后，为客户办理以上业务。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关俪英；

（2）证件类型： 身份证；

（3）证件号码： 120223199211083965；

（4）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正和公寓4 号楼 502 室；

（5）发证机关：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

（6）证件有效期： 20150227-20350227；

（7）民族： 汉；

（8）性别： 女；

（9）婚姻状况： 已婚；

（10） 教育程度： 硕士；

（11） 职业代码： 事业单位人员；

（12） 月收入： 7500 元；

（13） 邮编：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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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联系电话： 13516210960；

2.客户新开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7；

3.周佑京相关信息如下：

（1）账号： 6217790001096501982；

（2）身份证号码： 370303197804087414。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成都市亿科商贸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 薛萍携带相关资料以及转账支票前来我行办理定期业务，要求在

单位 定期一号通账户下开立一个存期为 6 个月的整存整取账户，本

金转 存，存入 1680000 元，并选择将利息转入基本户。

1.统一信用代码： 91510105MA61501324；

2.客户一号通账号： 820000000005060245；

3.客户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201013449；

4.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号码： 0000000005750002；

5.转账支票号码： 3140522000511455。

2020 年 11 月 21 日，重庆集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过一 张票面金额为 381571 元的转账支票（号码： 3140522000353448）

支 付此前所欠重庆新艾虎玩具有限公司的货款，由于我行柜员将票面

金 额错误输入为 371517 元，现柜员通过特殊冲正补记业务进行冲

正且 补记操作，处理当日错账。

1.重庆集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账号： 820000000021013574；

2.重庆新艾虎玩具有限公司账号： 820000000021100575；

3.通过冲正借方账户，补记贷方账户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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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备注信息： 由于金额输错需冲正补记。

任务一：2020 年 11 月 16 日发生一笔流水号为

24657205 的错账，次日，我行柜员办理冲正业务。（本题冲正借方账

户。）

任务二：2020 年 11 月 16 日发生一笔流水号为 24657205 的错账，

次日，我行柜员办理冲正业务。（本题冲正贷方账户。）

备注信息： 交易时金额输错，需要冲正。

2020 年 8 月 21 日，天津商泰电力公司财务人员宁雪

持支 票，委托银行为其公司 6 位试用期员工批量开立工资存折，并需

支付 每位员工 5700 元工资，签约协议规定单笔最高限额为 100 万元，

批 次最高限额为 5000 万元，协议有效期两年，有效期内按年自动续

约， 柜员批量开户成功后为其办理批量配介质业务。由于柜员在进行

批量配介质操作时被客户打断，故由另一位柜员（柜员号： 160554）

完成剩下的介质。

几日后，该公司员工孙佳佳前来我行办理存折激活。

1.财务人员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宁雪；

（2）财务身份证号码： 120114199108145620；

（3）财务移动电话： 18835046299；

2.单位账号： 820000000010571754；

3.批量开户信息：

（1）批量开户文件名称： BA201706211801780005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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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介质起始号码： 27900010100054；

（3）支票号码： 3140522000511116；

4.代理业务参考步骤：

首先完成客户签约，其次将文件上传，批量开户身份核查查询，

数据 入账后，查询处理信息、开户及代发代扣明细，再按要求完成配

介质 相关业务，最后进行凭证及客户回单的打印操作；

5.孙佳佳女士相关信息如下：

（1）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2）证件号码： 350624199004084665；

（3）存折号码： 0000000003487092；

6.授权员号： 143276；

授权密码： 12345654。

梁先生经营外贸生意，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对其账户进行冻结，以下为模拟市公安局出具的冻

结通知书：

模拟市公安局

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

（黔） 公冻字 111 号

鹏睿银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 142 条之规定，请予冻结

犯罪嫌疑人梁润亨，性别男，身份证号码： 310113199310046639，的

下列存款：

账 号：6217790001100500516_1

冻结金额：100000.00

冻结期限：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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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8 月 31 日

模拟市公安局（印）

附：模拟市公安局冻结决定书

2.公安局由于侦察案件需要，对冻结进行续冻。以下是模拟市公

安局提供的续冻通知书：

模拟市公安局

协助续冻存款通知书

（黔） 公续冻字 112 号

鹏睿银行：

请予继续冻结犯罪嫌疑人梁润亨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

310113199310046639，的下列存款： 账号 6217790001100500516_1。

冻结金额： 100000.00。冻结期限 6 个月，冻结今日生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模拟市公安局（印）

附：模拟市公安局继续冻结决定书

3. 模拟市公安局解除对梁先生的账户冻结，解冻通知书如下：

模拟市公安局

协 助 解 除 冻 结 存 款 通 知 书

（2018） 01 执 154 号

鹏睿银行：

根据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 01 执 61 号执行裁定书，

请协 助执行下列事项：

解 除对被执行人梁润亨（身份证号码 ：

310113199310046639） 6217790001100500516_1 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100000.00 元的冻结。

2021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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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市公安局（印）

附: 本院(2020) 01 执 61 号执行裁定书

联系人： 王奕昌

联系电话： 13680246598

1.冻结信息查询请使用 02329 交易；

2.公安机关冻结、续冻、解冻人员证件信息：

（1）执行人一：姓名： 王奕昌，工作证号码： 911054，联系电

话： 13680246598；

（2）执行人二：姓名： 柳康，工作证号码： 911038，联系电

话：15768163457；

3.授权主管号： 143276；

授权密码： 12345654。

我行柜员在为客户许东鑫先生办理存款时误将存款

金额 1860 元录入为 1890 元，在轧账时发现出现短款，经客户同意，

柜员 办理日常交易撤销业务。

1.原流水号： 24657608；

2.备注： 存款金额错误。

关俪英女士前来我行要求查询电费欠费信息，我行柜

员按客户要求完成查询操作，并为其以非现金付款方式办理欠费代

收业务。

1.客户用户号： 0622039504140283；



37

2.客户付款借记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7。

支付扣划

根据扣划通知书“（2020） 粤 226 执 38 号”，营业

部现 对客户施博康先生名下已被止付，序号为 1 的账户进行业务扣划，

本金扣划业务，将该账户下的错账 37500 元扣划至其他应付款账户，

并选择不解除，摘要为“施博康错账扣划”。

1.客户银行卡号： 6217790001000008024；

2.其他应付款账号： 220000122419999000401137；

3.扣划凭证为内部凭证；

4.内部凭证号码： 0000315546810；

5.转入账户凭证为其他凭证；

6.其他凭证号码： 0000000015056；

7.经办柜员信息如下：

姓名： 伍昌晖；

身份证号码： 320105198707052057；

手机号码： 13865022457。

客户韩晨铭先生前来我行办理存款业务，我行柜员方

勉在为韩先生办理业务时，由于计算错误，不慎为韩先生多存入 198

元，现差错柜员申请办理止付。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客户姓名： 韩晨铭；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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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件号码： 450222199310103990；

（4）联系方式： 13429615494；

2.差错柜员相关信息：

（1）姓名： 方勉；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50222198504212277；

（4）联系方式： 13850024568；

3.客户账号： 810000000011050576；

4.止付通知书号： 差错柜员申请止付；

5.申请止付单位填写格式： 止付申请人姓名（证件号码： ***）

例如： 张三（证件号码： 450222196611111123） ；

6.摘要： 差错柜员方勉申请止付。

由于我行柜员在为客户韩晨铭先生办理存款业务时出

了差错，在已申请账户止付的情况下，差错柜员联系到客户，客户

携带198 元前来归还差错资金，现差错柜员申请解除客户账户止付。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韩晨铭；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50222199310103990；

（4）联系方式： 13429615494；

2.差错柜员相关信息：

（1）姓名： 方勉；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5022219850421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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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系方式： 13850024568；

3.客户账号： 810000000011050576；

4.解除止付通知书号： 差错柜员申请解除止付；

5.解除止付单位格式： 姓名（证件号码： ***）

例如： 张三（证件号码： 450222196611111123） ；

6.摘要： 差错柜员方勉申请解除止付

客户梁雅玮女士此前在我行开立了一个 Ⅰ类账户以及

一个 Ⅱ类账户，现该客户前来我行要求将两个账户进行绑定。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梁雅玮；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30104198801166644；

（4）绑定手机号码： 15681200246；

2. Ⅰ类户账号： 6217790001100215308；

3.Ⅱ类户账号： 6217790001100216446。

张城先生打算在我行开立新账户，现客户持本人有效

证件 前来查询本人名下关联账户信息

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张城；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43011119920323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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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钧锦前来签约理财，约定卡内留存金额大于陆万元整

时， 连续三年每年 9 月 10 日自动转存壹万壹仟元到妻子黄晓婵账户。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高钧锦；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证件号码： 500105199409179736；

（4）手机号码： 13617602239；

2.黄晓婵账号： 6217790001000218311；

3.客户卡号： 6217790001000102481.

邱曼婉女士代其丈夫唐卓义前来我行办理卡折互换，

并选 择开通 ATM 取现与 POS 消费功能。

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唐卓义；

（2）身份证号码： 120105197806065337；

（3）联系方式： 13516250187；

2.客户卡号： 6217790001100215438；

3.代理人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邱曼婉；

（2）身份证号码： 120221198408166963；

（3）联系方式： 18850348910。

唐卓义先生因定期存单丢失且忘记密码，现携带身份

证前 来办理快捷挂失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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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相关信息如下：

（1）姓名： 唐卓义；

（2）身份证号码： 120105197806065337；

（3）联系方式： 13516250187；

2.客户账号： 810000000020218601；

3.新凭证号码： 0000000020218602。

2017 年 5 月 5 日，我行客户三亚德佑房地产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现因担保需求，该公司财务人员携带相关资料以及转账支票

到我行开立定期保证金账户，存期 3 个月，存入资金 130 万元，到期

结 息。

客户营业执照号： 91460200698942402B；

客户基本户账号： 820000000021017786；

开户使用转账支票号码： 3140522000353405；

摘要： 三亚德佑房地产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存入保证金；

5.默认为柜面对账；

6.保证金账户利率表：

（1）3 个月利率 1.54%；（2）6 个月利率 1.82%；

（3）12 个月利率 2.1%；（4）24 个月利率 2.83%；

7.账户利率请保留至小数点后六位。

客户邱靖萱在我行开立的一本通内有一笔存期为 12

个月的整存整取，该定期存款到期后，客户丈夫何锦到银行代邱靖萱办

定期销户转开业务，将 3 万元转为一年期定期，本息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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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理人信息如下：

（1）姓名： 何锦；

（2）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3）身份证号码： 310108198303109739；

（4）手机号码： 15013574255；

2.客户邱靖萱名下一本通账号： 810000000011083101；

3.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1.8%；

4.新凭证号码： 0000000011088156。

每天银行营业部终止营业，应完成日终业务操作，进

行现金及重要凭证入库。将所有未使用的凭证均进行入库； 将个人钱

箱中的现金全部入库。

个人客户贷款档案管理

客户谢嘉城， 已婚，硕士生毕业，健康状况良好，

2011年开始就职于深圳市励志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经理职位，已

就职 6 年。目前与妻子同住，工作单位地址是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友

谊路117号 国 大 科 技 大 厦 34 层 ， 他 的 身 份 证 号 码为

440301198704265034，手机号码是 13411152326， 已于 2010 年 3 月

27 日考取驾照，没有汽车，有 17 万元的定期存款，主要经济来源是

工薪收入。谢嘉城的配偶，任清怡是深圳市红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

人 事 经 理 ，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320829198911073989 ， 手 机 号

是 13612822637，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琴海花园一路 135 号 6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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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品信息管理

客户谢嘉城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深圳大兴雷克

萨斯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一辆名为雷克萨斯 2016 四驱 FSPORT

的黑 色轿车，购价 53 万元，首付款为定价的 30%。该车变速箱为手

动一 体式，排量 2.0L，发动机型号为 8AR-FTS，最高车速 200km/h，

最大 功率 175kW，整备质量 2040kg，载重 420kg，车载人数 4 人（不

含司 机 ） ， 发 动 机 编 号 为 86324931336411579 ， 底 盘 编

号 为 JSUVZZ3616N153624,行驶证编号为 3026793，机动车登记证书号

为 440015244325，车牌号为粤 B22385，保险号为 103540507201300，

车 辆市场价值 53.8 万元，评估价值 53 万元，确认价值按评估价值。

资信评估

客户谢嘉城，个人年收入为 180000 元，月固定支出

2000 元。他在我们行已开有账户，账号是 6226350003013563512。无债

务、 无信用逾期记录、无公共处罚记录。请根据已知信息，完成客户

资信 评估。

贷款业务申请

2020 年 2 月 15 日，考虑到自身存款只够支付首付

款，通 过经销商推荐，决定前往华夏模拟银行深圳罗湖分行申请办理

个人汽 车消费贷款业务，以所购车辆作为抵押物，贷款期限 2 年，贷

款金额 为车辆首付款后剩余金额，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贷款利

率为 7.3%，经销商与银行的合作协议号为 200908253607，贷款用途为

购 车，首付款收据号为 201702148976。谢嘉城先生，已于 2020 年 2

月14 日，为所购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名称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保险号为 103540507201300。柜员当面审核客户资料， 确

认无误后，为客户谢嘉城办理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业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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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调查

调查人员通过现场考察、非现场的调查资料等手段，

认定 谢嘉城具备主体资格； 信用状况符合贷款要求； 交易真实。调

查结论 为通过。结论理由是符合贷款要求。

贷款业务审查

审查人员根据资料及调查人员的反馈，所有条件符合

贷款要求，审查结论为通过，结论理由是符合贷款要求。

贷款业务审批

审批人员根据资料及调查、审查人员的书面报告和反

馈， 决定贷给谢嘉城 37.1 万元，合同起期为 2020-02-15，按等额本

息还款法还款，执行按基准利率 7%，上浮 3%的固定利率。审批结论通

过，结论理由是符合贷款要求。

贷款业务审批

根据审批批复书的内容进行录入，2020 年 2 月 15

日签订合同，抵押合同编号为 201702153624，期限 2 年，抵押总额

53 万， 身份证号码为 440301198704265034，账号是

6226350003013563512， 借款用途是购车消费，住所是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区琴海花园一路 135 号 6 栋 。

放贷审核

客户经理交由放贷审核岗审核，审核结论为通过，结

论理 由是符合贷款要求。

贷款发放

根据系统所给出已知信息，进行借据信息录入，贷款

账号为 6226350003013563512，还款账号与贷款账号相同。贷款发放岗

位进行发放。发放结论为通过，理由是符合发放要求。

风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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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对该客户进行贷款用途检查。2020 年 3

月 11 日进行贷款用途检查，提款记录，入账账号

6226350003013563512， 客户名称谢嘉城，交易 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交易金额 37.1 万。 用款记录，对方用户名深圳大兴雷克萨斯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 方账号 62226372202047000327，交易金额

37.1 万，交易 日期是 2020 年 2 月 16 日。检查人李良通过现场、

非现场的查阅和分析手段，认 定客户谢嘉城款项用于购车消费，检查

结论为符合所申请贷款用途。

：客户信息：甄霖封，29 岁，本科毕业，某外企销售主

管。家庭成员：妻子柯虹叶，25 岁，本科毕业，无业；儿子甄晔祁，2

岁。家庭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 2309 号。

电话号码： 13851178551

1.录入客户信息；

2.锁定客户；

3.录入其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甄先生当前每月税后工资为 32000 元；年终奖为

95000 元 （税后） 。现在居住的房子现价 616000 元；为了出行方便，

夫妻俩 于 2 年前购买了一辆现价为 150000 元的轿车。甄太太在旁人

的介绍 和建议下于 2 年前分别以 170000 元和 130000 购买了A 股票

和B 国债。现在股票账户中的金额已经减少了 15%，B 国债的总价值已

经上涨了10%。现家庭中有现金 5500 元，活期存款 35000 元，和即将

到期的5年期定期存款 50000 元。

甄先生家庭的支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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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居住的房子购买于 2013 年 1 月，至今房子市值已上涨

了10%。首付 3 成，其余采用商业贷款。贷款利率为 7.43%，贷款期限

为 10 年，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从购买当月开始还款。

（2）全家平均每年的日常生活支出为 114000 元；每年的医疗费

用和汽车费用分别为 6300 元和 4200 元；甄先生参加了一个台球俱乐

部，每年花费为 5500 元；儿子的营养费用约为 8700 元/每年； 全家

人的置装费用每年约为 5900 元；夫妻俩人都酷爱健身，每年在健身房

的花费约为 7000 元。

（3）甄先生家庭除了房贷外， 目前没有其他贷款。甄先生为儿子

购买了保额为 200000 元的少儿商业保险，每年的保费为 2750 元；夫

妻俩除了单位购买的五险一金外没有购买其他商业保险。（不计存款

利息收入；月收支均为年收支的十二分之一）

1.判断甄先生家庭所处生命周期

2.编制家庭现金流量表及家庭资产负债表

3.分析甄先生家庭财务比率（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整数取整）

：1.甄先生计划在 55 岁的时候退休，可变更。

2.甄先生希望 4 年后能够购买一套学位房，可变更。

3.甄先生希望儿子能够到国外念大学，距离其念大学还差 16 年，不

可变更。

：分析甄先生目前的理财目标。

：虽然目前生活稳定，但甄先生还是担心如果出什么意

外的话，他的家庭无法抵御风险。理财师建议甄先生同时将现金、银

行活期存款、银行定期存款、货币市场基金也作为现金规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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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甄先生家庭进行现金需求分析； （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整数取整）

2.选择合适的现金规划工具。

：甄先生除了社保外没有购买其他商业保险，他希望家

庭在 面临危机时能够有完备的风险保障，分析甄先生家庭需要进行

的保险规划。

：1.分析甄先生家庭的优先被保险人；

2.确定优先被保险人所购买的险种的保额及保费。（计算结果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整数取整）

：甄先生的姐姐常年在德国定居，希望外甥能够到德国

读大学，感受不一样的学习氛围。甄晔祁离读大学还有 16 年，目前

德国的大学学费平均每年为 96000 元，每年以 3%的速度增长，预计

需要学习 5 年（假设入学后学费及生活费增长为 0）。甄先生计划将

所有的定期存款做为教育准备金，预期投资收益率为 9.2%。

1.计算甄先生教育金缺口；

2.计算甄先生每月应定投多少金额以保证儿子可以到德国读

大学。（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整数取整）

：为了让儿子进入重点学校学习，甄先生计划 4 年后购

买一套学位房，已知当地房屋均价为 7500 元/平方米。通过向专业理

财师咨询，贷款后的月供/月税后收入的比值最多不能超过 25%。由

于是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子，贷款利率上调至 8.76%，贷款期限为 20

年，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甄先生准备拿出活期存款的 50%作为购房

准备金，预期投资收益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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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甄先生的购房需求，确定其购房总价；

2.计算每月月供。（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整数取整，

月收支均为年收支的十二分之一）

：虽然甄太太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是对投资市场的研

究毕竟不够透彻。甄先生希望专业的理财顾问能够提出专业建议，以

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1.请为甄先生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试和风险偏好测试；

2.请根据测试得分给出风险评估结果；

3.请分析适合甄先生家庭的投资组合；

4.请根据投资组合制定投资理财方案。（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整数取整）

：甄先生为了能够安享晚年，决定在退休前积累一笔资

金。他计划在 55 岁时退休，预期寿命为 75 岁。当前一般退休家庭

平均每年的生活费用为 95000 元，并且预计将来会以每年 3%的速度

增长，甄先生希望能达到一般家庭生活水平的 1.3 倍（退休后的每

年生活费用不变） 。假定退休前年投资收益率为 9%，退休后投资保

守，收益率和通胀率正好相互抵消。甄先生已经准备了 50000 元的

养老金。

1.计算养老费用缺口；

2.计算甄先生每年需定投多少才可达到预期目标。（计算结果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整数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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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先生在 70 岁时立了一份遗嘱，并且已经请律师

公证， 遗嘱内容为其遗产的 4 成留给儿子，剩余的留给他的太太。

甄先生的

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为夫妻俩共同拥有） 现金： 7000； 活

期存款： 40000； 定期存款： 77000； 基金： 360000； 房产：

3500000； 汽车：600000。甄先生的负债情况如下： （负债为夫妻

俩共同拥有） 住房贷款：960000

： 1.确定甄先生遗产继承人；

2.界定甄先生的遗产范围；

3.制定甄先生的遗产分配方案。（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两位，整数取整）

大数据金融精准营销方案设计

大数据金融模块通过模拟数据采集，分析，应用从

而给客户设计精准的营销方案，学生可以在不同的角色切换中学习，

并加深对大数据的认识。

根据新发布的一个产品信息去寻找筛选出目标客户 库；

通过对目标客户的可视化分析在金融产品营销处填入相应的比 例。

公司新发布了一款产品，你需要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筛选

出该产品的目标客户，并对目标客户进行产品营销（根据目标客户现

有推送渠道比例从大到小创建客户群，并对其进行定向渠道推送） 。

流失风险用户信息采集

如果某位信用卡客户月均刷卡 8 次，平均每次刷卡

金额 800 元，平均每年打 4 次客服电话，从未有过投诉，按照传统的

数据分析，该客户是一位满意度较高流失风险较低的客户。但如果看

到该客户的微博，得到的真实情况是： 工资卡和信用卡不在同一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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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还款不方便，好几次打客服电话没接通，客户多次在微博上抱怨，

该客户流失风险较高。

作为银行，你认为应该搜集哪些客户信息？ 请列出

前 3 个最重要的（除去基本身份信息外）

量化交易是指以先进的数学模型替代人为的主观判

断，利用计算机技术从庞大的历史数据中海选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多种

“大概率”事件以制定策略。要求根据具体任务选择系统自带的模型，

或者修改系统模型参数，形成特定的量化交易策略，并按照策略选择

合适的投资产品组合，根据历史行情数据进行交易回测，使选择的投

资组合收益率达到预期目标，最终依据策略开展投资理财。

（1）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限公司看好通信行业，请建立名为

“龙头股策略”的股票策略，经过交易回测且收益率大于 10%后发布，

该策略金额为 500 元。请建立菜油品种期货策略，名为“稳中求进策

略”， 经过交易回测且策略收益率大于 12%后发布，该策略金额为 800

元。

（2）周恒（角色 1）建立建筑装饰行业股票策略，名为“主升

浪策略”，周恒（角色 1）回测该策略，待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限

公司（角色 2）审核通过且策略收益率大于 5%后发布，策略金额为

350 元。

（3）安彤（角色 2）建立医药生物行业股票策略，名为“价值

成长策略”。安彤（角色 2）回测该策略，待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

限公司（角色 3）审核通过且策略收益率大于 6%后发布，策略金额为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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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旭（角色 3）建立棉花品种期货策略，名为“月度精选

策略”。邓旭（角色 3）回测该策略，待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限公

司（角色 4）审核通过且策略收益率大于 12%后发布，策略金额为 1000。

（5）单于（角色 4）建立白糖品种期货策略，名为“白马轮动

策略”。单于（角色 4）回测该策略，待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限公

司（角色 1）审核通过且策略收益率大于 10%后发布，策略金额为 800

元。

（6）为寻求稳妥收益，周恒（角色 1）、安彤（角色 2）购买前

面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限公司发布的通信行业“龙头股策略”的股

票策略，投资金额为 1000 元。邓旭（角色 3）、单于（角色 4）购买

深圳市嘉锋量化投资有限公司前面发布菜油品种的“稳中求进策略”

的期货策略，投资金额为 2000 元。

链设计（提出应用场景，并完成区块链设计）

区块链技术如今充分激发了人们的想象，根据人们的需要，他可

以在不同场景为产业赋能。实际应用中，区块链技术应用根据场景的

不同，其架构可以采取不同形式。架构的变化带来的是成本的变化，

同时对区块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会产生不同影响。请提出区块链技

术可以落地的一种场景，并据此完成整体区块链架构。

（1）提出区块链应用场景，并针对进行区块链设计。要求下述

具体设计步骤同该应用场景保持一致。

（2）选择业务数据隔离类型，确定不同会员的数据储存形式。

元



59

（3）选择权限系统。对成员获得授权方式进行选择，可选用 POW、

POS 等算力算法获取记账权，也可选择发起者准入模式。其中发起者

准入模式，需设计对应准入系统。

（4）确定共识算法。综合考虑实现区块链应用场景的成本与安

全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可在 Solo、Kafka 和 raft 中进行选

择。

（5）根据需求选择节点类型，并明确节点功能。对涉及的节点，

如 kafka、zookeeper、orderer、CA、peer 等类型节点，明确其功能。

（6）根据应用场景添加模块。如私密数据、成员服务 MSP。

链设计（完成存证链设计）

区块链技术凭借其信息难以篡改的特点，在存证领域有

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试利用区块链技术塑造存证链，使公正结果做到信

息难篡改，授权范围内便调阅。

（完成存证链设计）

（1）搭建整体架构，实现知识产权、民事公证、经济公证的链

上存证。

（2）网络层搭建至少 2 家联盟方，并部署网络节点

（3）创建联盟方内部部门结构，每联盟方内部至少 3 部门，部

门间设置需建立在业务逻辑基础上。

（4）在每部门内创建相应员工，确定员工数量并部署peer 和

CA 节点。

（5）建立业务通道。预设业务场景，据此建立业务通道，创建

channel。

（6 ）部署智能合约 ，从而实现具体 的业务场景 。并部署

chaincode。.

（7）针对公正结果建立共享通道，设置主、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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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搭建

将公证处作为联盟方，创建主网络，以实现知识产权、民事公证、

经济公证的链上存证为目的，完成 Token 生成。

（完成存证链主网络搭建）

（1）创建主网络

（2）创建主网络组织

（3）添加主网络网络节点

（4）启动主网络网络节点（peer,CA）

（5）创建主网络业务通道

（6）关联主网络业务通道组织

（7）关联主网络业务通道组织的peer

（8）主网络业务通道审核

（9）主网络部署智能合约

（10） 主网络智能合约关联peer

（11） 主网络启动智能合约

（12） 主网络接入管理生成 Token

链应用

A.票据应用场景

票据出票撤销任务说明：

（1）企业 A 向企业 B 购买一批货物，因企业 A 资金紧张，企业

A 向企业 B 提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通过区块链票据平台完

成上述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企业 A 发现其承兑人输入有误，财务人

员撤回该笔交易；

（2）学生通过完成上述实验任务，可以掌握区块链票据业务在

实际业务中的应用，体验区块链票据平台创建使用智能合约、出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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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出票的操作。（学生通过完成上述实验任务，可以掌握区块链票

据业务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体验区块链技术应用特点。）（注： 题

目中的 A.B 可以是已认证的任一家不相同企业，下同）

B.供应链金融场景

质押银行融资业务任务说明：

（1）企业 A 作为一家制造商，与销售商企业 B 有长期合作关系。

企业 A 在采购原料时需现货付款，但是销售货款的回收期又比较长，

所以为了解决流动资金缺乏的问题，企业 A 通过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平

台完成融资交易；

（2）在交易过程中企业 B 按照销售合同给企业 A 签发了应收账

款金票，企业 A 签收应收账款金票后需要向第三方（银行或融资平台）

申请质押融资或转让融资以获得资金；

（3）要求：根据以上内容创建合适的智能合约完成： 企业A 质 押

（银行） 融资成功且到期还款。（注： 题目中的A.B 可以是已认证

的任一家不相同企业，下同）

链审计

交易链式要求：多个企业在合作贸易上达成共识，允许授权的申

请的企业加入，联盟起一条链。节点间无需交换额外的信息即可达成

共识，由于共同参与交易的企业比较多要求在加密方面强度大、运行

速度快、同时签名的密钥更短。多家企业交易时，允许多笔交易输入

合并构成一笔交易，同时可以隐藏交易输入地址与输出地址之间的关

系。

合约交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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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票据背书业务在区块链上交易，A 开具有一定交易额 Y 个

月到期的承兑汇票给 B，由 C 承兑。若 C 尚未承兑时，A 可撤回出票；

若 C 拒绝承兑时，则出票失败，若 C 接受承兑时才到 B 收票。

（2）出票成功后 B 又与 D 产生背书转让交易，当达成交易意向

时，B 把一定面额的票据转让给 D，由 D 签名判断，若 D 拒绝签名，

则转让失败；若 D 接受签名，则转让成功，并为最后持有人。

1.根据链结构审计判断，勾选出错误。

(1)交易链的链式： 联盟链

(2)参与交易加入方式： 邀请加入

(3)区块的共识机制： POW

(4)区块采用的密码算法： SHA-S

(5)区块采用的隐私保护协议： CoinJoin 协议

2.根据智能合约，审计票据背书业务交易流程，勾选出错误项。

2.1 业务类型： 出票申请

当 (1)出票人的账户进行申请出票操作时，需要对票面金额（不

得小于 1 万元） 和到期兑付时间进行设定，并且确认(2)承兑人和收

款人。将确认信息加密签名后，先发送给承兑人，在(3)承兑人做出回

应前，若(4)出票人撤回出票申请，则回滚本次操作。若一张票据的

(5)承兑人承兑，(6)收票人接受收票，则该票据是成功出票的票据，

否则为失败票据。

对出票成功的承兑汇票会执行以下事件： 票据到期当天，票据

自动从最后票据持有人账户里转移至此合约地址进行托收，该地址接

收到相应票据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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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当天对(7)承兑人进行按(8)等于票面金额扣款并发给最

后票据持有人，再对(9)出票人进行扣款给承兑，24 小时内每 1 小时

自动扣款一次，直到成功为止。

若扣承兑人款成功，再对出票人进行扣款至(10)承兑人账户。

若扣出票人款(11)失败，则将票据发给(12)出票人

若扣出票人款(13)失败，则将票据发送给(14)出票人并广播(15)

出票人违约。

若扣承兑人款失败，则从出票人处扣款给(16)最后票据持有人账

户。若扣出票人款(17)成功，则将票据转给出票人，并广播承兑人违

约，合约执行结束。若扣出票人款(18)成功，则将票据发送给最后票

据持有人，并广播出票人和承兑人均违约。

2.2 业务类型： 承兑

(19)指定的承兑人对收到的所有信息用出票人公钥进行解密，只

有对 确认身份正确的出票申请进行操作：

若承兑人(20)拒绝申请，则这个出票申请失败。此票不可再进行

任何 业务操作。

若承兑人(21)接受申请，即承兑人接收承兑，接着发送收票请求

给指 定的收票人，只能由(22)收票人进一步决定该票据的状态。

2.3 业务类型： 收票

(23)指定的收票人获取与收票人本人有关的所有待操作票据，用

对应公钥解密，对核实正确无误的(24)已承兑票据进行收票操作：

若收票人(25)接受收票，则这个出票申请失败。此票不可再进行

任何业务操作。

若收票人(26)接受收票，则这个出票申请成功，这张票据为出票

成功票据，该成功状态不可再修改。此时收票人为这张票据的持有人。

2.4 业务类型： 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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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背书是一种票据行为，是票据转让的一种重要方式，背书

是由 持票人将汇票交付给受让人的行为。这里的(27)持票人称为背

书人，(28)受让人称为被背书人，若背书订单达成交易，则受让人代

替原持有人成为这张票据新的唯一持票人。背书业务中，背书人需明

确以下事项：

背书人需要确定背书的票据的背书面额，若背书的面额(29)等于

票据面额，则为全额背书。若背书的面额(30)小于票面金额，则为拆

分背书。

背书人需要上传背书的贸易背景-即贸易合同，并且确定抵消的

货款。若订单交易成功，该订单和合同将会被记录上链。

背书人确认背书订单信息无误后，加密签名发送给被背书人，并

将要背书的票据发送到(31)智能合约地址，在(32)被背书人做出操作

之前若(33)被背书人撤回背书订单，即回滚本次操作。

(34)指定的被背书人获取与本人有关的所有待操作票据，用背书

人(35)公钥解密，对核实正确无误的订单进行操作：

若被背书人(36)接受签名，则将票据从合约地址发送给被背书

人，被背书人成为最新的该票据持有人。

若被背书人(37)拒绝签名，则将票据从合约地址返还给背书人，

背书人仍为该票据的持有人。

审计类别）

3.1 身份鉴别管理审计

3.2 认证与授权审计

3.3 会话管理审计

3.4 私钥管理系统安全审计

3.5 服务端安全配置审计

3.6 业务基线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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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服务器安全检测

3.8 应用安全检测

（一）报名要求

参赛选手须为同一院校全日制在籍高职学生，年龄不超过 25 周

岁，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备赛过程

中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视为弃赛。竞赛开始后，参赛

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

（二）赛前准备

1.熟悉场地： 比赛日前，组织一次竞赛场地设备软件测试、环境

布置检查与比赛流程模拟，具体时间见竞赛日程。

2.参赛队员入场： 参赛选手应提前 30 分钟到达赛场，凭身份

证原件、学生证原件检录，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裁判负责

核对参赛队员信息；严禁参赛选手携带任何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

其他相关资料与用品入场。

（三）比赛期间

1.各参赛队伍打开电脑，根据给定的账号密码进入竞赛软件平台。

根据赛程规定时间，各参赛队伍诚信完成比赛。

2.竞赛过程中，如遇设备或软件等故障，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

由裁判和技术人员、工作人员等协同予以解决。

（四）注意事项

1.竞赛阶段必须保证两台摄像头全程接入腾讯会议，按照裁判组

要求修改腾讯会议名称，不得随意命名，不得中途退出腾讯会议，否

则按照纪律要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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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阶段，参赛设备保证全程录屏，并按照要求提交录屏文件。

如果启用了备用机，原参赛机和备用机都需要提交录屏文件。

3.请选手在指定时间参加网络测试，竞赛请提前测试好竞赛设备

的环境网络、浏览器等，提前准备好备用机，竞赛环节不因选手网络、

设备等个人因素暂停或延时。

4.竞赛阶段，除参赛选手外，其他人禁止出现在赛场（包括指导

老师禁止出现在赛场），禁止使用手机、电话手表等通讯设备，禁止

使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禁止打开竞赛平台以外的任何网页，禁止

使用互联网与外界沟通，禁止与本组成员之外的其他人沟通。

5.竞赛阶段，禁止使用U盘、网盘等传输资料。

6.竞赛阶段，有任何问题，请按照纪律要求，在腾讯会议里面进

行交流，腾讯会议是竞赛期间选手与裁判沟通的渠道。

7.比赛期间禁止提前离场，提前交卷也要遵守竞赛期间的赛场纪

律，听从裁判统一指令。系统时间到后自动收卷, 参赛选手也可自行

交卷。

1.竞赛场地设在各参赛院校电脑机房（实训室），场地内设置 满

足竞赛软硬件等要求的竞赛环境。

2.参赛队的每名选手均配备一台联网比赛电脑，另配备 4 台备

用，配置符合大赛要求的监控设备和软件等；

3.安全保障。采用统一的杀毒软件对服务器进行防毒保护。屏 蔽

竞赛现场使用的电脑 USB 接 口。部署具有网络管理、账号管理和 日

志管理功能的综合监控系统。

4.采用双路供电； 利用 UPS 防止现场因突然断电导致的系统数

据丢失，额定功率： 3KVA，后备时间：2 小时，电池类型： 输出电

压： 230V±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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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要求详见相关补充通知。

电脑和网

络

竞赛电脑： 每位参赛选手各 1 台，另备用 4 台，因硬件设备导致比赛无

法继续或损失竞赛时间的不予补时和补考。
CPU： 英特尔 I3 7 代以上处理器；
内存： 4G（含） 以上；

硬盘： 200G 以上；
网卡（网络） ：百兆网卡（网络）；

操作系统 ：Windows7/Windows 10 操作系统，office
Chrome 浏览器，预装极品五笔、搜狗拼音、搜狗五笔、
能五笔输入法和腾讯会议。

配备耳机一副，备用一副，德州仪器 TI BA II plus 理财计算器一个。

监控设备

3个腾讯会议号（各参赛队伍自行准备），3个监控摄像头（手机可以
用做摄像监控、需要开启勿扰模式和准备好移动电源避免中途断电，因
设备原因断网断电导致掉线时间超过竞赛要求的按竞赛方案处置） ，3
个三脚架或手机支架。

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科学、客观、严谨的

进行赛项评分。

1.“银行核心业务岗位操作”竞赛成绩评定由“银行业务综合技

能竞赛平台软件”自动评分；

2.“数字金融业务操作”竞赛成绩评定由“银行业务综合技能竞

赛平台软件”自动评分；

3. 团体总成绩由 1、2项目竞赛得分相加构成。

2010, Google
微软全拼、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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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00 分。每个岗位 200 分。）

大堂经理岗--

厅堂管理

服务接待礼仪 40 分

200 分

系统评分

疑难投诉处理 40 分 系统评分

客户分流与引导 40 分 系统评分

厅堂业务知识 40 分 系统评分

营销能力 40 分 系统评分

综合柜员岗--

零售/公司业务

通用业务 40 分

200 分

系统评分

储蓄业务 40 分 系统评分

借记卡业务 30 分 系统评分

查冻扣业务 20 分 系统评分

代理业务 40 分 系统评分

公司业务 30 分 系统评分

客户经理岗--

贷款业务

个人贷款业务 100 分

200 分

系统评分

公司贷款业务 100 分 系统评分

理财经理岗--

理财业务

客户信息采集 20 分

200 分

系统评分

客户财务分析 40 分 系统评分

理财目标分析 40 分 系统评分

风险评估 50 分 系统评分

理财规划 50 分 系统评分



61

（共 800 分。大数据金融和量化金融参赛选

手独立完成 80*4=320 分，区块链金融应用由四位选手协作完成 480

分。）

（1）大数据金融（每位选手独立完成，4*40=160 分）

大数据

金融

根据任务说明按要求完成竞赛操 作。

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数据应用；

其中数据采集采用步

骤评分，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采 用关

键字和步骤评分。

评分说明： 竞赛平台根据该岗位

实际工作任务设定竞赛任务，并 根据

其他选手完成任务进展分配 协同任务。

竞赛选手完成相应竞 赛任务，系统会自

动比对任务操作情况评定相应分值。

40 分

系统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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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化金融（每位选手独立完成，4*40=160 分）

项目 评分细则 分值

评分

方法

量化金融

根据任务说明按要求完成竞赛操作如

投资策略及回测等。竞赛平台根据该

岗位实际工作任务设定竞赛任务，并

根据其他选手完成任务进展分配协同

任务。竞赛选手完成相应竞赛任务，

系统会自动比对任务操作情况评定相

应分值。

40 分

系统

评分

（3）区块链金融应用（四位选手协作完成，共 480 分）

业务类型 评分细节 分值 评分方法

区块链金

融应用

区块链设计 60

系统评分

区块链票据 60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 60

区块链债券 60

区块链资产证券化 60

区块链跨境支付与融资 60

区块链保函 60

区块链保险（含航意险、延误险）
60



76

“银行核心业务岗位操作”赛项团队分值 800 分、“数字金 融

业务操作”赛项团队分值 800 分。上述两项合计团队总分为 1600分。

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的

所有参赛队伍（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 抽

检覆盖率不得低于15%。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长，

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的，裁判

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竞赛成绩复核无误后，经裁判长、监督组签字后进行公示。成绩

公示无异议后，由仲裁长和监督组长在成绩单上签字。

1、本赛项只设参赛团体奖；

2、按团体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为参赛队总数的 10%，

二等奖为参赛队总数的 20%，三等奖为参赛队总数的 30%（小数

点后 四舍五入）；

赛事安全是技能竞赛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是赛事筹备和

运行工作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赛项执委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

期间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

（一）比赛环境

1.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2.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比赛

现场内应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



76

3.赛场环境中存在人员密集的区域，要提前做好体温检测工作，并

佩戴口罩。另外还须设置齐全的指示标志，增加引导人员，并开辟备用

通道。

4.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和赛位，严禁携带通讯、照相摄录设备，禁止

携带记录用具。如确有需要，由赛场统一配置、统一管理。

（二） 组队责任

1.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2.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选手、指

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

3.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与赛场安全

管理的对接。

（三） 应急处理

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执委会，同时采取

措施避免事态扩大。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 告组委会。赛

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执委会 决定。事后，执委会

应向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四） 处罚措施

1.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2.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警告

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3.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并造

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一）参赛队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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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规范简称作为参赛队名称(可用学校规范简

称后缀一队、二队区分)，不接受跨校组队报名。

参赛院校应为参赛队选手购买相关保险，如果因未购买保险而出现

的一切后果，由参赛院校自行承担。

（二） 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

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员的管

理，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 料，并做好防

疫措施。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现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

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竞赛场地。

4.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官网和本赛项省赛

QQ 、微信群的有关通知和内容，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 程、

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三） 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赛场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接受裁判的监督

和警示，文明诚信竞赛。

2.参赛选手应凭身份证和学生证原件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不得携带任何与竞赛有关的资料、通讯工具和

存储设备。

4.参赛选手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竞赛平台； 竞赛结束后，不

得再进行任何与比赛有关的操作。

5.在竞赛过程中，如遇非人为因素造成的器材故障，应及时向裁判

反映。

6.每一项竞赛环节，未经裁判员许可，参赛选手不得中途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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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赛选手应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应服从裁判组的评判。对竞赛

过程或结果如有异议，由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

8．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赛项执委会批准，不得随意接受任何单

位或个人进行的与竞赛相关的采访，不得私自公开竞赛的相关情况和资

料。

（四） 工作人员须知

1.树立服务观念，一切为参赛选手着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 严肃

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认真完成本职任务。

2.注意文明礼貌，保持良好形象。

3.工作人员于赛前 30 分钟到达赛场，严守工作岗位，不迟到， 不

早退，不无故离岗。遇特殊情况需离开岗位，须向赛项执委会请假。

4.熟悉竞赛规程，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遇突发事件，

按照安全工作预案，组织指挥人员疏散，确保人员安全。

5.保持通信畅通，服从统一领导，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加强协作配

合，提高工作效率。

6.竞赛期间，不得在公共场合谈论与竞赛相关事宜，不得与参赛队

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赛 队领队

可在比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赛项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书面申诉应对

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叙述，并提供

事实依据（无事实依据或主观臆断不予受理），经领队亲笔签名后提交，

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赛项仲裁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将复议

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在 3 天内



76

由参赛队所在学校向省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提出申诉。 省大赛组委会办公

室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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