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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金融知识普及读本》 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条法司、 货币

政策司、 金融市场司、 金融稳定局、 支付结算司、 货币金银局、 国

库局、 研究局、 征信管理局、 反洗钱局等司局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的

支持下, 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牵头组织编写的, 上

海总部、 武汉分行、 广州分行、 西安分行等分支机构参与了部分章

节的编写。
《金融知识普及读本》 共十章, 主要立足于人民银行各项工作,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对人民币反假、 存贷款业务、 支付结算系统、
个人征信知识等与公众日常生活联系较紧密的金融基础知识进行了

普及性的介绍。
《金融知识普及读本》 在人民银行过去出版的普及性金融读物的

基础上, 加入了金融业务的最新发展情况, 能够为公众更好地了解

金融信息, 学习金融知识提供便利。
限于编者水平, 本书中难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 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联系邮箱: xfangjie@ pbc郾 gov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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