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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洛阳中
级人民法院召开“送法进校
园暨关爱留守儿童”新闻发
布会，会上通报了2起涉及
未成年人的案件，以及洛阳
中院联合共青团洛阳市委送
法进校园的相关情况。据了
解，自2013年以来，洛阳中
院将“送法进校园暨开学第
一堂法律课”活动常态化、制
度化，去年9月至今该院开
展关爱留守儿童专项活动，
效果明显。

自2013年以来，洛阳中
院将送法进校园逐渐常态
化，与多所中小学校联合建
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以
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模拟法
庭、普法讲座等形式进行普
法宣传和法治教育。此外，
从2014年9月至今，洛阳中
院开展关爱留守儿童专项活

动，并联合团市委等单位开
展“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
手拉手”活动。

据统计，三年来洛阳全
市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逐年
下降，2012年为 344人，占
全部犯罪人数的 6.97%，
2013年为312人，占全部犯
罪人数的6.71%，2014年为
252人，占全部犯罪人数的
6.03%。2014 年未成年人
犯罪人数较2012年下降了
92人。

“银行对个人信息有严
格的管理制度，我们的制度
是有保证的。”唐松立说。但
评效嘉宾的问题也非常犀
利：“陈先生刚办完银行卡，
个人信息就被泄露了，这个

怎么解释，是不是银行泄露
的，不要告诉我是黑客攻击
导致的。”对此，唐松立表示：

“这个事情，我们会通过倒查
流程，检查经手人情况，查出
来以后会严肃处理。”

《公共服务大家评》继续开评银行业，５家金融机构频遭吐槽

银行业务“雾里看花”引市民不满
核心提示 | 昨日，《公共服务大家评》第三期继续关注银行业。上期，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农业银

行洛阳分行、建设银行洛阳分行等5家银行的相关负责人接受群众评议，暴露了不少银行业存在的
问题。昨日走进演播厅的是洛阳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洛阳分行、河南省农村信用联社洛阳市办
公室、中信银行洛阳分行、民生银行洛阳分行的相关负责人。其间，客户投诉“被贷款”、个人信息被
泄露等问题层出不穷。然而，相关负责人的回答似乎不足以让人信服，评议代表频频举起绿牌“哭
脸”（黄牌“笑脸”代表满意，绿牌“哭脸”代表不满意）。

“首先，我对高女士表示歉
意，下午我们就跟她联系，会在
3天内解决。”中国邮储银行洛
阳分行副行长李建有当场“表
态”。但是，面对这一“非个例”
的现象，评效嘉宾继续“追问”。

“银行是不是对工作人员下达有

推销保险任务，否则为何这类问
题经常会发生？”对此，李建有表
示，该行并没有对工作人员下达
任何推销保险的任务，但如果销
售出保险产品，会计入理财经理
的绩效考核。

“保单上没有任何关于经办

人的信息，出了问题，怎么追
责？”评效嘉宾继续发问。对此，
李建有表示，银行能查到相关记
录，可以进行责任倒追。

现场，评议代表对这两个问
题的回答并不满意，在评价过程
中，举绿牌“哭脸”的居多。

事件 | 保险期限从4年“变”10年

2012年 9月，高女士来到
谷水一家邮储银行，准备办理
零存整取业务。当时，银行工
作人员向高女士推销一种分红
型保险。

“我当时就问，能不能三年
存完，到第四年的时候把钱都取
出来，工作人员说可以。”高女士

回忆说，当时，她听从了工作人
员建议，办理了一份保险，每年
缴纳3000元保费。可是，到了
今年9月，高女士来到银行，想
要取出自己的钱，却被告知，这
份保险期限为10年，现在只能
取出8000多元，而且必须去保
险公司要钱。随后，高女士来到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却说，不是
他们的责任，而是银行工作人员
在推销时没有讲明白。

根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保
单、业务系统和保险代理业务账
簿中记录网点销售人员姓名或
工号，而高女士的保单上却没有
任何关于销售人员的记录。

质疑 | 银行工作人员有无推销保险任务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
款”，这让现场不少评议代表唏
嘘不已。评效嘉宾问道，这笔贷
款究竟是谁贷走的。对此，河南
省农村信用联社洛阳市办公室
副主任崔伟莉表示，贷款资料显
示，这笔款确系杨双双所贷。

“2007 年时贷款已经到

期，为何没有向当事人催缴贷
款？”评效嘉宾问道。崔伟莉
说，他们也多次去村里找杨双
双，但杨双双没有在村里居住，
很难见到本人。随后，评效嘉
宾提出疑问，为何不走法律途
径。崔伟莉表示，没有进行起
诉选择自己解决，这确实是他

们工作中的瑕疵。
此外，崔伟莉说，今年7月

底，杨双双的父亲已将此事起诉
至法院，双方会对贷款资料中的
笔迹、印章等进行验证。对于崔
伟莉的回复，现场的评议代表也
不太满意，举牌评判环节，几乎
全是绿牌“哭脸”。

事件 | 村民投诉“被贷款”，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洛龙区白马寺镇杨湾村村
民杨师傅反映，自己的女儿莫名
其妙“被贷款”4.5万元。据杨师
傅介绍，6月12日，他的女儿杨
双双在某银行申请信用卡时，被
告知杨双双曾在农信社白马寺
分社贷过款，且未及时还款。

当天下午，杨师傅就带着女

儿来到农村信用社白马寺分社，
工作人员把杨双双贷款的材料
拿了出来，材料显示，贷款时间
为 2006 年，贷款金额为 4.5 万
元，应还款时间为2007年。但
杨师傅说，自己和女儿从未到银
行贷过款，女儿的身份证复印件
等资料也夹在这些贷款材料中，

让他很是不解。
由于双方就这笔贷款的真

实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杨师
傅要求询问当时办理这笔贷款
的经办人，然而，农信社告知
他，经办人已经退休。找到经
办人后，对方则表示，时间长，
说不清了。

进展 | 双方说法不一，已走法律途径

“我们在短片中看到，冒充
他人办理信用卡的那个女子在
面签时是低着头的，为什么不拍
正面照呢？”评效嘉宾王森发现
了银行在个人信息识别方面的

“漏洞”。中信银行洛阳分行副
行长唐松立表示，这个建议提得
很好，他们会改进。

唐松立说，办理信用卡过程
中，银行在对个人信息进行识别
时，如果出现肉眼无法核实的情
况，会对前来办理人员咨询一些
问题作为旁证，如果还是无法辨
别，他们会进一步上门核实。“平
时我们也发现过许多冒名顶替
的人员，短片中的这个女子是

‘漏网’了。”
现场，也有评效嘉宾建议，

这类事件涉嫌信用卡诈骗，银
行不仅要保护个人的权益，还
应该向警方报案，协助警方调
查，唐松立也表示接受建议。

“银行确实有漏洞，我们会加强
管理。”

事件 | 身份证被“冒用”办理信用卡，无辜欠账一万多

10月20日，家住栾川的李
先生突然接到中信银行的还款
电话，告知其妻子在中信银行欠
款1万多元，这让他感到莫名其
妙。“我们都没有贷过款，以为是
骗子就没有理会。”

紧接着，李先生又收到了一
条催还款项的短信，随后李先生
到公安局报案。李先生查询妻
子征信报告了解到，2013年12

月12日，妻子在中信银行办理
了一张信用卡，信用透支7500
元，目前已经变成“呆账”，金额
为11818元。

李先生说，2011年6月，妻
子的身份证在老家不慎丢失，同
年7月补办新证，是不是有人拿
着妻子丢失的身份证办的卡。

本人不到场，信用卡怎么办
出来的？中信银行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该卡是在网上申请的，
但按流程，申请成功后仍需现场
面签确认才能通过。工作人员
调取了面签时资料发现是一女
子假扮李先生的妻子办理了信
用卡，而所留的身份证，正是李
先生的妻子于2011年丢失的那
一张。不是本人，却能假冒其名
办出信用卡，银行的面签咋能这
么不靠谱，李先生气愤不已。

回应 | 银行确实有漏洞，会加强管理

单位名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洛阳银行 26.7% 22.2% 51.1%
民生银行洛阳分行 56.7% 11.1% 32.2%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 3.3% 24.4% 72.2%
邮储银行洛阳分行 30% 20% 50%
省农信社洛阳市办公室 6.7% 13.3% 80%

事件 | 刚办完信用卡，就接到诈骗电话

今年9月，因为工作需
要，陈先生办理了一张中信
银行的信用卡，在客户经理
的帮助下，陈先生完成了申
请资料的填写，信用卡办好
没几天，陈先生就接到了来
自“上海中信银行信用卡中
心”的电话。对方能准确说
出陈先生的个人信息，还表
示要免费送给陈先生一张流
量卡和3D眼镜。

陈先生本以为是中信银

行的信用卡会员礼物，就决
定接受，但工作人员又说，需
要支付眼镜的成本费 298
元，陈先生顿时警惕起来。
随后，陈先生查阅网络发现
此为诈骗电话。随后，中信
银行的客服人员也表示，该
行没有这项业务，陈先生接
到的确实是诈骗电话。

虽然没有损失，但陈先
生依然感到非常疑惑：“自己
的信息是怎么被泄露的呢？”

表态 | 倒查经手人，严肃处理

首先，银行在介绍业务的时候避重就轻，或者没有
解释清楚，导致客户的误解，因此，银行业务的公开透明
度还有待提升；其次，老百姓的金融理念也应该进一步
更新，提高认识，避免纠纷。总之，银行、客户应该一起
努力，共同提升金融环境。——洛阳市委党校管理教研
部副主任、副教授吕海霞

洛阳中院、团市委
携手“送法进校园”
近三年，洛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连续下降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石笑飞

□记者 牛洁

1

2

3

4

嘉宾点评

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