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持卡人在我行办理的信用卡透支款项已严重逾期，截至2016年11月24日，透支
本息如下表。请下列持卡人务必在公告后5日内还清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追究其法律
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东路支行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本金 利息 罚息 应还金额
关 营 4102111985****3012 29960.75 3471.29 4428.19 37860.23
韩丁丁 4102111987****3035 29900.5 3464.3 4419.29 37784.09
王小宾 4108041977****0019 47965.13 3745.52 5538.8 57249.45
周中明 4108211977****6530 49949.4 5754.88 7372.09 63076.37
陈 震 4111021988****0039 29380.4 3368.8 4550.52 37299.72

2016年11月25日 责编王乙乔 美编李庆琦 邮箱 dahebaojrzx@126.com理财活动 AⅡ·04

11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
第二届粉丝节在全国36家分行
同步开展，面向用户推出了网络
直播、粉丝现场、带你飞翔、网络
公益等各具特色的专属活动。

工商银行本次粉丝节以当
下流行的互联网玩法集中呈现

“四大看点”。一是网络直播。
当天工商银行6家分行在“工银
融 e行”公众号开展了网络直
播，粉丝们不仅可以实时观看到
当地精彩的粉丝节现场盛况，如
同亲临会场，而且看直播还可以
得红包，增强了粉丝的参与感。
二是真人秀视频。国内银行业
首个真人秀视频《智·惠镖局》，
在36个城市粉丝节现场统一首
映。三是现场特色活动。在全
国36个城市精心设计了各具特
色的精彩活动。四是北京鸟巢

上空飞翔大奖。粉丝节当天在
工商银行“融e行”微信公众号
推出的“单骑闯三关”游戏，设置
在北京鸟巢上空飞行的飞翔大
奖，每关优胜者以及总体排行第
一名有机会乘坐直升机飞跃鸟
巢。

11月18日下午，在工行河
南省分行花园路支行，2点30分
活动一开始，机器人小崔就款步
移到门口，向来宾热情问好:“你
好，我是小崔，欢迎来到粉丝
节！”活动现场为消费者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礼品。工行河南省
分行副行长夏宗福和省行电子
银行部总经理杨景胜为智·惠女
神参赛选手颁奖，并和消费者代
表一起观看了国内银行业首个
真人秀视频《智·惠镖局》，现场
爆发出阵阵笑声。

工商银行开启营销变革

36城市合力打造11·18粉丝节
核心提示 | 银行打开家门
办起了粉丝见面会，线上
线下达人选秀推选用户成
为“网红”，粉丝们聚在一
起拍摄真人秀节目……曾
几何时，“造节”似乎是互
联网圈电商们的专利，但
如今，银行也办起了粉丝
节，势要打破传统高冷的
印象，和用户互动起来。

去年工行举办了首届
11·18粉丝节，数十场线下
粉丝见面会别开生面。今
年的粉丝节无论是规模还
是形式都进行了全面升
级，自6月开始，围绕电子
银行业务举办了名为“放
飞梦想 智·惠女神”的达
人秀活动，旨在打造工行
自己的“网红”，11月18日
当天，以36个城市举办线
下粉丝节的形式收官，同
时在线上推出一系列优惠
福利活动，独创的粉丝节
模式体现了营销变革的决
心，让人眼前一亮。在河
南分会场——工行郑花支
行，记者和消费者代表、工
行河南省分行有关领导一
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
午。

任何不愿意改变的力量都会在
互联网极速变化的浪潮中被毁灭、
被边缘化，银行作为传统金融的主
力军，唯有借势。新兴的传播渠道
与形式，强化用户的参与感，才能在
剧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断巩固、
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工商银行的11·18粉丝节，是

传统金融体制与新兴市场趋势的一
次火花碰撞，或许会给其他“国家
队”、“老字号”企业带来启发。通过
活动夯实的“粉丝”基础，将为工行
电子银行未来的产品业务和品牌形
象打下良好根基，也使得工行成为
了银行业发展“粉丝经济”的模范排
头兵。

近年来，工行不断开拓互联网
金融服务和场景，现旗下拥有三大
平台。其中，融e行是网络金融服
务平台，涵盖了手机银行和个人网
银业务，用户规模已达2.4亿；融e
购是电商平台，以“名商、名店、名
品”为定位，现已聚集了一万多家优
质商户和4000多万注册用户；融e
联是即时信息沟通平台，达成了银
行与企业、银行与用户、银行内部之
间的高效互动，是对传统服务模式

的一次颠覆。
为了助力11·18粉丝节，这三

大平台将分别以“智·惠”、“智·汇”、
“智·慧”作为着力点来营造活动当
天的狂欢氛围，融e行以线上游戏、
惠生活活动、1元购活动为主线，融
e联以江湖表情大赛、意见征集、信
息交互为亮点，融e购以分期付款、
女神同款、商品展示为优势，三方合
一，惠及粉丝。

作为传统金融与互联网基因碰
撞的产物，“放飞梦想 智·惠女神”
活动包含了很多亮点：一是融合了
多种互联网最新玩法，通过线上海
选、线下晋级、全国pk、真人秀拍摄
等环节，将网红、直播、O2O、真人秀
等热点一网打尽；二是突出了金融
属性，从报名支付、品牌故事展示，
各个环节都揉进了工行手机银行的
业务功能亮点；三是跨界合作，不仅

为参与活动的粉丝提供了丰富的福
利，还联合5A级景区、五星级酒店
等优质品牌共同展开粉丝节活动。

目前，活动的微博话题关注量
已超500万，线上平台的点击量近
6000万次，用户累计参与900多万
次，活动点击成本仅0.01元／次，这
相当于同业平均水平的1%，并募集
善款30万元，全部捐献给下一代教
育基金会。

工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夏宗福和省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杨景
胜为智·惠女神参赛选手颁奖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国有控股金融机构，成立30年来，始终秉承“回馈社会、服
务社会”的宗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2015年10月，中原信托发起设立中原信托-
乐善1期-“善行中原”公益信托计划，作为河南省内首只获得民政部门审批的公益信
托，乐善1期自成立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救助效果和社会反响。首笔信托捐赠资金506,
850.00元已成功救助患有重大眼病的贫困患者107名。

2016年中原信托乐善1期公益信托再启程，将继续和郑州慈善总会联手，为郑州
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贫困家庭中的重大眼病患者带来光明（救助金5000元/人），同时
将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在养老机构担任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勤劳的
双手和爱心获得助学金（4000元/人）。

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当他们重见光明、顺利完成学业的时候，相信每一个
帮助过他们的人，都会为他们感到欣慰，也请相信，他们一定能在你们的帮助下战胜困
难！ （记者 徐曼丽）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成功举办
“中信银行家族信托高峰论坛”

11月19日上午，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成功举办了“中信银行家族信托高峰
论坛”。此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中国政法
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汉坤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陈汉，为150多位高净值
客户就资产保值与传承进行了深度解
读。F（李小德）

“有房就能贷、幸福来得快！”万众
瞩目的中原银行永续贷业务于2016
年11月18日在中原银行总行营业部
正式上线。据悉，线上永续贷业务是
指借款人以本人名下现房或贷款所购
房产作抵押，通过中原银行在线渠道
申请、线上自动审批，并经中原银行调
查核实后，以自助方式进行贷款支用
与还款的个人额度类贷款业务。F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李昂）

中原信托助力公益事业 公益信托再次启程

日前，光大银行联手日本知名旅游企业
JTB集团中国公司推出光大JTB逸游信用
卡，这是光大银行首次尝试与境外优质企业
发行联名卡，并逐渐探索当下热门发展方向
——金融+旅游，无缝对接金融与旅游的消

费场景，拓宽了双方的获客渠道。此次发行
的光大JTB逸游信用卡，采用银联和JCB
套卡发行，分为金卡、白金卡两种级别卡
片。F（记者 徐曼丽）

交通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罗马分行正式成立

当地时间11月21日，交通银行
（卢森堡）有限公司罗马分行正式挂牌
成立。罗马分行是交通银行在意大利
及南欧地区设立的首家营业机构，标
志着该行在欧洲的机构布局进一步完
善，在欧洲区域的服务能力显著增
强。开业仪式上，交通银行董事长牛
锡明表示，近年来，交通银行主动适应
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稳步推进
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形成以“亚太为
主体、欧美为两翼、拓展全球布局”境
外发展态势。（记者 王乙乔）

11月14日16点45分左右，一
名男子急匆匆走进交行建设西路支
行营业厅，向迎接上来的交行员工朱
群星递来一张纸条。小朱打开一看，
纸条上写：“儿子被绑架，急需10万
元，还差7万赎回儿子。”小朱安抚客
户情绪，用暗语向柜台内的营运主管
进行汇报。营运主管立即拨打报警
电话，安排柜台人员拖延办理时间。
几分钟后警方赶到，与客户进行沟通
后，通过技术手段，确认客户的孩子
安然无恙，一起以绑架为借口的诈骗
案被成功识破。（记者 王乙乔）

□记者 王乙乔 通讯员 苗原

11·18 第二届粉丝节精彩纷呈

搭着“网红”经济和直播的快车来造节

融e行、融e联、融e购三平台联合发力

互联网时代的营销，拆掉围墙与用户共舞

光大JTB逸游信用卡
无缝对接金融、旅游消费市场

交行郑州建设西路支行
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案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与商丘市
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1月22日上午，浦发银行郑州
分行与商丘市人民政府举行了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暨浦银商发城建基金
启动仪式。浦银商发城建基金是河
南省财政厅主导的千亿基金工程项
目下的首个子基金，也是河南省首个
地级市运营发展基金。F（记者 关
菁菁 通讯员 杨喆）

中原银行总行营业部
“永续贷”业务隆重上线

兴业银行荣获CFV“年度
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四项大奖

日前，“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
(CFV)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年度
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城商行”等
金融机构大奖分别由建设银行、兴业
银行和江苏银行摘得；兴业银行董事
长高建平等银行家入选“CFV十年
金融领军人”；兴业银行及旗下子公
司共获四项大奖。F（记者 马丽 通
讯员 姚育才）

消息树

善款接收账户——
户名：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账号：7620 0153820003274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